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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集团采编
工作受到省领导批示表扬。

11 月 18 日，省委常委、
洛阳市委书记李亚在《河南
日报农村版》当日一版刊发
的《遍野花椒映初心——追
记宜阳县香鹿山镇副镇长张
书军》上作出批示：

在基层宣讲学习。市委
可追授先进称号，全市学习。

11 月 20 日，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黄强在《河南日
报》当日一版头题刊发的

《“一网通管”的河南探索
——我省“互联网+监管”系
统建设走在全国前列》上作
出批示：

再接再厉，务求实效。
10 月 31 日，副省长武国

定在《河南日报》10 月 22 日
一版刊发的《乡村新“美颜”处处皆美
景——我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新探
索》（本报记者李运海、刘红涛采写）上
作出批示，原文如下：

这篇报道很好、很及时、很深入，望
继续加强这方面的报道。

11 月 21 日，副省长武国定在《河南
日报》11 月 19 日 3 版刊发的《“豫字号”
农产品闪耀英雄城——从第十七届农
交会透视河南农业品牌》上作出批示：

这篇报道好。
邸文

本报讯 近日，中央“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
室下发文件，要求在参加第一批主
题教育的部门和单位，全面开展“回
头看”工作。11 月 15 日，集团召开
党委会，传达有关通知要求，听取集
团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工
作安排。要求党委领导班子和领导
干部要认真领会总书记视察河南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坚定政治信仰，坚持问题导
向，率先垂范，全面排查，带动各党
（总）支部全面开展“回头看”。

集团主题教育办公室迅速行
动，制订工作方案，对整改台账重新
梳理，分类检视，加强追踪问效。集
团党委班子成员对照“回头看”的 4
个方面、16个“是否”，从学风、党性、
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三个方面，一

项一项梳理，一项一项检视，一项一
项找原因，一项一项抓落实，进一步
明确整改进度和时间节点，进一步
强化政治责任。同时，通过召开座
谈会，开展谈心谈话等形式，广泛征
求意见和建议，坚持开门搞整改，确
保不打折扣、不留死角。

各党（总）支部加强对标对表，深
学细照笃行，逐项排查梳理。大河全
媒体公司党总支组织党员干部观看
反腐倡廉影片《往事如烟》，提升党性
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扭住了整改落
实的“总开关”。河南手机报围绕改
进学风开展“回头看”，提出以“以党
建促业务、以业务促发展”，练好过硬
本领，提升履职能力。河南法制报组
织党员干部走进青天河纪念馆，重温

“艰苦奋斗、造福人民”的青天河精
神。河南日报农村经济部组织党员

干部走进卫辉市唐庄镇，与“全国乡
镇党委书记的榜样”吴金印面对面交
流。集团洛阳记者站、安阳记者站党
支部集中收看《榜样4》节目，努力学
习榜样，对标榜样，成为榜样。集团
全体干部员工踊跃参与大河云平台
组织开展的答题竞赛活动，掀起学习
总书记重要讲话、学习十九届四中全
会精神的高潮。

目前，集团教育活动办公室对
班子台账进行全面梳理，依据进度
调整了14项台账内容。对深融深改
等涉及集团长远发展的重要工作，
按照项目制、工程化的方法，进一步
理清思路、明确节点、夯实责任。各
指导组、各党（总）支，对整改工作再
次排查，“真改实改、见底清零”，努
力把主题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集团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徐云峰

本报讯 11 月 17 日
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
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
国》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第六期。河南日报记者
童浩麟和曾经采访过、书
写过、拍摄过焦裕禄事迹
的文化工作者们，和焦裕
禄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老
乡们，焦裕禄的家人，以
及传承焦裕禄精神扎根
基层的年轻干部代表走
进《故事里的中国》，讲述
他们心中永远鲜活的焦
裕禄。

在节目中，曾经两度
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的童浩麟，向电视观众回
忆起自己中学时期第一
次读到长篇通讯《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的
情景，“为什么百姓对焦
裕禄有着那么深的感情”
成 为 他 学 生 时 代 的 疑
问。从 1994 年大学毕业
以来，童浩麟上百次去兰
考采访。他说，从县委书
记到普通百姓，从八九十
岁的老人到一二十岁的
年轻人，他采访过几百个
人，所有人谈起焦裕禄都
是滔滔不绝、绘声绘色，

“兰考老百姓对焦裕禄的
感情，一点都没变”。

作为集团驻开封记者站站长，
童浩麟驻站8年，深耕兰考，共采写
有关传承弘扬焦裕禄精神、兰考第
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兰考脱贫等重大新闻事件新闻报
道600多篇。其中，消息《火车站见
证兰考经济变迁》获得第23届中国
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童浩麟获
得开封市弘扬焦裕禄精神十大宣
传标兵荣誉称号。

本报讯 记者节前夕，由中
宣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
局、中国记协组织开展的第六届

“好记者讲好故事”全国决赛在
北京落下帷幕。大河报记者杨
书贞荣膺“全国 30 强”，取得了
集团选手参与此项赛事的史上
最好成绩。

第六届“好记者讲好故事”
全国巡讲活动将于年底启动，届
时，杨书贞将代表广大编辑记
者，把出彩河南的“好故事”讲遍
全国各地、大江南北。

又讯：11 月 7 日晚，由省委
宣传部、省委网信办、省广播电
视局、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联合
主办的“好记者讲好故事”——
河南省2019记者节特别节目在
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播
出。

河南日报记者周青莎、大
河报记者杨书贞和河南手机报
记者张钧彦，与中央驻豫媒体
的 13 位记者代表一起，动情讲
述了记者生涯的精彩故事。

新闻管理部

本报讯 11 月 13 日，2019(第六届)河南
省互联网大会传来好消息：大河网被评为
河南省互联网企业十强。

近年来，大河网秉持“新闻+技术+政
务”发展理念，由创办之初的“一张网”，成
长为涵盖纸媒、网络、移动端的全媒体矩
阵。截至目前，大河网已获得软件企业资
质证书、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等各类行
业资质 30 余项，并为山西新闻网、哈密日
报社等省外媒体提供了技术支撑，在省外
同行中打响了河南大河网的品牌。

康世甫

本报讯 11 月 19 日，集团第二届离退
休职工党员代表大会召开。

会议听取第一届离退休职工党总支
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集团新一届离退
休职工党总支。石晓林副社长代表集团
党委，对离退休职工党员代表大会的召开
表示祝贺，对上届离退休职工党总支的工
作给予充分肯定，并对新一届离退休职工
党总支的工作提出要求。

集团直属单位党委负责同志、离退休
职工党总支委员以及离退休职工党员代
表100余人参加了会议。 许江

本报讯 10 月 30 日，由大河全媒体广
告公司承办的“快UP·融媒大会”举行。

本次培训是大河全媒体广告公司引
入短视频项目，并成为快手河南重要合作
伙伴后，针对媒体行业举办的首场专题培
训会。今后将围绕政府、企事业单位等领
域陆续展开培训，同时围绕市场需求提供
城市品牌短视频推广等服务，为推动河南
短视频的发展贡献新的力量。 丁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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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者讲好故事”
全国决赛集团记者传捷报

集团第二届
离退休职工党代会召开

大河网被评为2019年
省互联网企业十强

大河全媒体广告公司
牵手快手科技

本报讯 11月2日，2019“外
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大赛，在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礼堂举行，来
自河南省50余所高校的优秀学
子以“My Big Story in 2049”为
主题，用流利的英语为大家分享
了属于他们的 2049 年美丽故
事。

“外研社·国才杯”全国英语

演讲、写作、阅读大赛是由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教育部高等
学校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
教育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
指导分委员会，和中国外语教育
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是目前国内
最具权威、影响力最大的英语赛
事之一，已成功举办17年。

段富力

本报讯 按照记者证换发
工作的统一安排，11 月 1 日，
集团 500 余名采编岗位人员，
参加了2019年新闻采编人员岗
位培训考试。考试首次在学习
强国平台上进行，考生入场
后，按要求设置间距，并安排
固定机位、游动机位进行视频
摄录存档。集团人力资源部精
心组织考场，严格、合规完成

考试全流程，受到中宣部巡考
组的高度评价。

会后，中宣部和省委宣传部
巡考组在集团组织召开座谈会，
传达中宣部对记者证考试培训
的要求和下一步记者证管理变
动情况，并就组织开展新闻采编
人员岗位培训考试情况与参会
人员交流互动，听取相关建议。

杜菲

本报讯 10 月 31 日，“学习
强国”河南省百万学员万场答题
挑战赛总决赛，在大河锦江饭店
举行。集团大河大图文公司员
工罗珍代表省委省直工委参赛，
勇夺三等奖。这次挑战赛由省
委宣传部、报业集团等单位主

办，“学习强国”河南学习平台、
大河数字技术公司承办。经过
层层预赛选拔，来自省辖市、省
委省直工委、省委高校工委、省
国资委等 21 支代表队、105 名

“学习达人”脱颖而出，参加挑战
赛。 张渝

新闻采编人员岗位培训考试顺利结束

“学习强国”答题挑战赛集团员工创佳绩

民生学院成功承办2019全国英语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