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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现代”的新征程上大踏步前进
3.提升开放度，打造联动机

制。加大与中央媒体合作力度，共
同策划，共办栏目，形成机制，常态
运行，联动的深度、广度和频次不
断取得新突破。与人民日报联合
署名推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特刊

“河南篇”，与新华社河南分社联袂
采写《瞭望》周刊封面专题报道，河
南好声音不断放大。

4.唱好多声部，实现同频共
振。河南日报农村版围绕“大事”
强策划，多次受到省领导批示表
扬。大河报彰显主流都市媒体的
责任担当，关注民生热点，回应群
众关切。河南商报打造商圈文化，
积极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呐
喊加油。河南法制报为法治河南、
平安河南建设营造浓厚舆论氛
围。大河网精心讲好红色故事、黄
河故事、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故
事。河南手机报推出“我在外国看
祖国”“点赞新时代”等专题报道，
入选全国网络正能量作品“百佳”。

（二）谋势蓄势，精准发力，融
合转型加快抢占新赛道

一年来，我们认真贯彻落实总
书记“1·25”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
河南重要讲话精神，转机制，抓项
目，聚资源，“主力军挺进主战场”
步伐不断加快。

1.流程机制更加优化。以河南
日报采编系统全面迁移为标志，集
团自主研发的“大河云”融媒平台
实现集团媒体全入驻，经历铅与
火、光与电、数与网的“70后”，健步
迈入云与智时代。在第二届中国
新媒体发展年会上，“大河云”入选
年度全国报业十佳融媒体平台。

2.传播矩阵更加强大。河南日
报矩阵规模不断壮大，客户端安装
用户 2400 万，日活量突破 200 万。
大河客户端安装用户突破 2000
万，第三方平台粉丝总量达到 1600
万。河南商报、大河健康报借助第
三方平台提高传播效果。新闻爱
好者同时跻身四大核心评价体系，
信息检索和阅读率持续提升。

3.长板优势更加稳固。大河网
入选“河南省互联网企业十强”，承
建运维政务项目200多个。大河数
字技术公司精心做好“学习强国”
河南平台运维工作，日发稿量全国
第一、上线总稿量全国第二。户外
媒体实现高铁与地铁、线上与线
下、小屏与大屏、平台与电商的融
合发展。大河财立方以“会客厅”
形式建设省外分支机构，成功举办
第15届大河财富论坛，中原第一财
经全媒体地位更加巩固。

4.全媒体传播格局加快拓
展。“豫视频”迭代成长，“法直播”
异军突起，媒体深度融合加速推
进，一个移动化、视频化的全新传
播矩阵呼之欲出。一系列重大战
役性宣传报道，倒逼媒体转型，全
媒体内容生产的运行机制、流程得
到实战检验，强化了肌肉记忆和互
联网思维。

（三）克难攻坚，砥砺前行，产
业保持稳中有进好态势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
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的复杂局面，集
团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经营工作
稳中有进。“将士”用命，“三军”给

力，在“小年”中取得“大年”业绩：
2019年，集团总收入与上年持平，
利润总额比上年增长7.4%。

1.纸媒收益总体稳定。河南日
报经营收入和利润再创历史新高，
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 10%和 29%，
发挥了压舱石、稳定器的作用，河
南日报农村版利润首次突破千万
元，河南法制报发行再创新高，收
入利润保持稳步增长。河南商报、
期货日报经营收入逆势上扬。大
河报深化机制改革，减亏势头明
显。

2.优势产业更加巩固。大河全
媒体公司中标郑阜、商合高铁灯箱
媒体项目，成功举办“2019全国短
视频创意峰会”，行业领先地位进
一步巩固。今日消费克服重重困
难，以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战斗
精神，拼下郑州地铁 5 号线资源，
抢占环线地铁制高点。大河投资
公 司 优 化 投 资 结 构 ，利 润 增 长
21%。大河酒店管理公司加快转
型升级，利润增长 41%。印务中心
加快推进绿色改造和技术升级，利
润增长 74%。民生学院全力推进
转设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稳
步提升。

3.动能转换持续加快。以智慧
政务为代表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
文化投资运营实现较快增长，弥补
了房地产业的下滑。大河速递公
司加速向城市生活服务商和互联
网配送企业转型，口碑和效益双提
升。大河大图文公司打造线上视
听节目。大河书局积极推进智慧
校园阅读中心建设。集团物业完
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大厦物
业、大河物业强化服务意识，管理
水平和业务能力不断提升。

4.重大项目取得突破。建立
重点工程项目联席会议制度，全
力推进项目建设。开封大河锦悦
城酒店项目顺利封顶。修武大河
锦华酒店建设稳步推进。海南项
目 一 期 建 设 收 尾 ，二 期 论 证 启
动。中牟项目部完成代建招标和
合同签订。大河东都二期项目开
盘销售。修武地产项目经过艰难
谈判，以较为优惠的价格拿到二
期地块，节约了开发成本。解决
了传媒大厦项目遗留问题，集团
资产大幅度升值。

（四）强基固本，凝神塑魂，党
建引领努力打造新引擎

2019年，集团深入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全面加
强党建工作和从严治党工作，为高
质量发展提供强劲的“红色引擎”。

1.开展主题教育，砥砺初心使
命。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按照中央部署和省
委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
抓落实，得到省委巡回指导组肯
定。深入学习贯彻《党支部工作条
例》，大抓基层基础，建设党员之
家，开展集中观摩。完成机关党
委、机关纪委换届，配强班子，充实
队伍，织密网络，党建标准化、规范
化水平不断提升。

2.强化理论武装，增强政治本
领。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编印学习“白
皮书”19期。围绕制约集团发展的
瓶颈问题，多次开展专题调研。举

办集中培训10多期，开展分级分类
培训。运用“学习强国”和“大河
云”，举办政治理论考试和网上答
题竞赛，增强了学习效果。

3.层层压实责任，加强阵地管
理。调整加强集团意识形态工作
领导小组，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落
实到岗到人。以开展主题教育和
增强“四力”教育实践为契机，巩固
中央意识形态专项巡视反馈整改
成果。注重攻防结合，壮大主流舆
论，形成正面引导。坚持立破并
举，开展平台排查，建立问题清单，
织密以风险防控为重点的制度体
系。

4.标准从严从实，持续正风肃
纪。出台集团巡察工作实施办
法。修订公务接待和差旅费管理
使用办法，完成公务用车改革。严
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
则精神，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全力支持省纪委监委驻集团
纪检监察组监督执纪工作，对违纪
违规干部进行了查处。

5.倡树文明新风，涵养报业文
化。发挥全国文明单位示范作用，
广泛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成
立各类文体俱乐部，干部员工踊跃
参加。顺利通过全国文明单位年
度复查。

6.做好巡视整改，加快转型发
展。文投公司把省委巡视作为“把
脉问诊”的良机，聚焦问题，剖析原
因，强化整改。网络集团在巡视中
围绕加快推进媒体融合，实现主力
军挺进主战场等方面工作进行全
面剖析、自查和整改，进一步提升
国有文化企业履职尽责的能力和
水平。

省纪委监委驻集团纪检监察
组把政治监督挺在前面，支持协助
集团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
依规依纪依法，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既有严管也有厚爱，既有问责
也有追责，运用“四种形态”，规范
权力运行，“三不”一体推进，为集
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

回顾一年来工作，在以下四个
方面我们体会深刻。

第一，必须时刻保持责任上肩
的使命感。河南日报 70年的接力
棒传到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交付的
既是期望，也是沉甸甸的责任。如
果该尽责的时候不尽责，该发展的
时候不发展，该贡献的时候不贡
献，我们就会辜负组织的重托和老
领导、老同志的期盼，就会辜负时
代的召唤和人生的韶华。正是这
种责任上肩、岁不我与的责任感、
使命感，一年来，我们一刻也不敢
松劲歇脚，只能只争朝夕、笃定前
行，只能把发展的标杆拉得更高，
把发展的油门踩得更足，不断把小
彩聚成大彩，把出彩凝成浓彩。

第二，必须强化功成不必在我
的硬担当。担当是对党员干部的
政治要求，也是党报人必备的胸
怀、情怀与人生境界。尤其面对转
型发展时不我待、媒体融合千帆竞
发的“吃劲”态势，如果只重“面子”
不讲“里子”，如果不能把准守正创
新的时代坐标，加紧谋篇布局，集
团转型发展就会丧失先机、缺乏后
劲。正是坚定了“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必定有我”的理念，这一年，我
们才能坚持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
的打底工作做起，做潜功、开模具、
找抓手、积厚势，加快集团现代化
建设的步伐，为大踏步赶上时代打
下坚实基础。

第三，必须增强直面矛盾攻坚
克难的自信心。不怕矛盾，敢于
胜利，是党报人身上鲜明的特征，
也是新征程上集团攻坚克难的

“杀手锏”。随着改革进入深水
区，我们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
内容创新、发展动力等深层次问
题上都面临着更加难啃的“硬骨
头”。正是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
上、勇接烫手山芋，一年来，我们
才能围绕制约集团转型发展的

“瓶颈”问题，不断自我革命，坚定
不移地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坚定
不移地推进深融深改，坚定不移
地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第四，必须发扬务实重干的好
传统。务实重干是集团薪火相传
的好传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
们要想跑出“加速度”，就要以更加
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兢
兢业业、砥砺奋进。正因为我们珍
视发扬了这种好传统，一步一个脚
印走，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来，集
团的工作才能得到省委、省委宣传
部领导的表扬和点赞，我们领导班
子才能配强。就在本周一，我们在
深化改革方面迈出了一大步。省
委常委会正式研究通过，明确集团
公司为省管重要骨干文化企业。
成立十六年后，集团公司终于有了
一 张“准 生 证 ”“出 生 证 ”“身 份
证”。我们还办成了驻地分社建设
等大事，解决了养老保险登记等难
题，集团的高质量发展即将踏上新
的征程，即将打开一个全新的维度
空间。

成绩来之不易，应当倍加珍
惜。这里面凝结着历届党委和老
领导、老同志们的心血和汗水，彰
显着全体报业人埋头苦干，接续奋
斗的贡献与奉献！我们永远不能
忘记，老领导、老同志们滚烫的初
心使命，传下来的光荣传统、红色
基因；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老领导、
老同志们打下的坚实基础和不断
刷新的“起跑线”。在此，我代表集
团党委、编委会，向老领导、老同志
们，致以崇高敬意！向集团全体干
部职工，表示衷心感谢！

全面聚焦“两个现代”奋斗
目标，统筹推进“223”战略任
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解
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回望70年一路走来的风雨历程，我
们讴歌发展、记录发展、推动发展，
同时也在发展中不断巩固优势、补
齐短板，不断推动党报集团的自我
革新。当前，河南的发展正处于迈
向高质量发展的紧要关口，作为

“河南高质量发展一部分”的党报
宣传，作为服务一亿人口大省的党
报集团，必须更加自觉地把服务全
省大局与加快自身发展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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