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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召开2020年经济运营分析会
本报讯 4 月 9 日，
集团召开 2020 年
经济运营分析会，总结 2019 年集团经
营工作，分析疫情防控和经济运行形
势，安排 2020 年经营工作。董林社长
出席会议并讲话，要求加快建立常态
化、
高效化、
规范化、
科学化经营管理工
作机制，
在
“两个现代”
新征程上大踏步
前进，
推动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张光
辉总经理主持会议并作经济运营分析
报告。
刘雅鸣、朱永飞、石晓林、魏剑、韩
嘉俊、
张立新出席会议。
董林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2019 年
集团经营工作取得的成绩，
强调要正确
认识、科学把握危和机的辩证关系，善
于从危机和困难中捕捉机遇、创造机
遇，把疫情冲击转化为集团深化改革、
奋力攻坚的机遇，动态优化发展格局，

加速抢占发展制高点。
董林强调，
集团发展战略规划要真
正落实落细落地。要制定六大产业集
群实施方案，量化发展目标，优化实施
路径。要围绕战略规划配置资源，
设立
集团公司战略规划委员会，
完善项目投
资管理流程。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主
动淘汰落后产能，
腾出更多资源用于发
展优势产业和新的产业。
董林说，
今年集团将对经营单位实
施 KPI 考核，
理顺集团发展战略、
KPI 考
核和全面预算管理的关系。要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
通过全面建章立制规范经
营活动。要遵循市场发展
“铁律”
，
借鉴
国企改革成功经验，
用市场化手段提升
产业实力。
董林指出，忠诚是报业集团的基
因，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强化对党

绝对忠诚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奋
斗是新时代的底色，要厚植奋斗文化，
强化以奋斗者为本的价值导向和机制
保障，
让奋斗者脱颖而出。创新是引领
发展的第一动力，
要按照集团年度工作
会议提出的
“八个创新”
要求，
加快推动
集团经营工作理念、
体制机制的改革创
新。争先是河南报业人的鲜明特质，
要
继承发扬集团薪火相传的好传统，
在追
求卓越、
成就卓越中彰显现代文化领军
企业、
省管重要骨干文化企的精气神。
董林强调，要把党建工作刻在心
上、
抓在手上、
扛在肩上，
真正把党建工
作优势转化为经营工作优势，
以党建高
质量推动集团发展高质量。
张光辉指出，
2019 年集团经营工作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呈现出稳中
向好、稳中有升、稳中育新的发展态

势。但也面临一些问题和困难，
疫情对
经营工作的冲击还在持续，
集团发展存
在资产收益率不高、
成本费用支出增长
较快、
新的发展动能不足等突出问题。
张光辉强调，
要实现
“两个现代”
奋
斗目标，经营工作必须向行业看齐、向
市场看齐。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经营
工作思路是：
打好
“2 个翻身仗”
，
即收益
率低于行业水平的翻身仗和投资收益
低于融资成本的翻身仗；
实施
“6 个专项
行动”
，
即数字经济提速专项行动、
重点
工程提速专项行动、
应收账款清欠专项
行动、资源整合专项行动、成本控制专
项行动和版权保护专项行动。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有关部门和各
经营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河南
日报广告部、大河全媒体、印务中心负
张洁溪
责人作了典型发言。

集团启动
“百名记者进百村”
大型采访活动
集团召开
记者站（分社）
工作会议

本报讯 聚焦脱贫攻坚，锤炼新闻
“四力”。5 月 19 日，集团“百名记者进
百村”大型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融媒
中心举行。来自集团旗下 5 大媒体的
共计 116 名记者，将在为期 5 个月的时
间中，走乡村、入农户，探访脱贫攻坚
一线故事，
触摸乡村振兴时代脉动。
董林社长宣布活动启动并向记者
代表授出征旗帜，刘雅鸣总编辑作动
员讲话。高金光、孙德中、魏剑、张学
文、王珂、孟磊出席启动仪式。
2020 年是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决战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为更好
地汇聚决战决胜的磅礴力量，切实提
升新闻工作者的“脚力、眼力、脑力、笔
力”，集团编委会策划并实施本次大型
采访活动。编委会领导带头参与，所
有记者每人分包下沉一个定点村，在
不少于 3 天的连续蹲点采访中，食宿在

村落、采访在田间，沉得下去、静得下
心，全力以赴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充分
感知基层一线的勃勃生机，迈进新闻
宣传工作主战场，挖掘并宣传一批有
创新特色、有示范效应的脱贫攻坚生
动故事。
在选取采访目的地时，充分结合
发展实际，广泛征求各省辖市扶贫开
发部门、农业农村部门的推荐意见，重
点选取“三山一滩”深度贫困村、新近
脱贫防止返贫村、稳定脱贫向乡村振
兴过渡村等 3 类村落，
突出代表性。
相关报道将以移动端优先呈现，
所有参与记者“一身担多职”，以全媒
体形态投入采访，在当好文字记者的
同时，兼顾摄影记者、视频记者、后期
制作等职能，在全景呈现我省决战决
胜宏伟篇章的同时，迈出主流媒体推
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关键一步。

据悉，集团历史上单次参与记者
人数最多、采访覆盖面最广、持续时间
最长的系列报道，以 35 岁以下青年编
辑记者为主，实现一线青年采编人员
全覆盖，全省重点市县全覆盖，力争实
现发展面貌在一线呈现，工作作风在
一线转变，民情民意在一线聆听，党的
政策在一线解读的目标任务。
河南日报新闻出版部编辑金京
艺、河南商报记者高鹏作代表发言，
他们一致表示，要深挖基层富矿、开
掘源头活水，通过参加本次活动，真
正走入农户家中，走进田间地头，用
笔和镜头记录乡村面貌的巨大变化
和脱贫攻坚的大事小情，用青年人的
创新与担当将河南脱贫故事讲好、讲
活、讲生动。
肖遥/文图

省文投公司与建业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 5 月 27 日，省文投公司与
建业集团在郑州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将以文化产业
为起点，充分挖掘太极、国学等中原传
统文化元素和黄河文化、
红色文化、
大运
河文化，
依托文旅项目、
特色小镇、
影视
剧目、
娱乐演艺及衍生品制作等形式，
在
项目资源、
产业资本、
公司治理等方面，
广泛开展合作、
共享、
共建，
积极推动文
化产业与旅游、
科技、
体育等领域的融合
发展。
胡葆森董事长表示，
建业集团作为
河南地产龙头企业，
有义务、
有信心、
有
能力在中原文旅事业发展中，
扮演应有
的角色。他说，
这次召开的全省文化旅
游大会对推进全省文化和旅游融合高
质量发展将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省文
投公司与建业集团有着很强的互补优

势，希望双方以全省文旅大会为契机，
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寻找新的发力方
向，用新的合作成果向省委、省政府和
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交出一份满意的答
卷。
董林社长表示，长期以来，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
省文投与建业集团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
此次双方确定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是资本的又一次碰撞，文化的
又一次联姻，智慧的又一次升华，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文投公司是集团实
现
“两个现代”
奋斗目标，
建设现代传播
体系和现代文化领军企业的重镇和枢
纽。相信在秉持互惠互利、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长期合作的共同理念下，省
文投与建业集团的战略合作，
报业集团
与建业集团的友好关系，
一定会不断结
出丰硕成果，
开创出更加美好的未来。

建业集团副总裁代纪玲，
省文投公
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张立新出席签约仪
式。
又讯 2020 年以来，省文投公司紧
紧围绕主业、主责、主攻方向发力，5 月
7 日至 22 日，在信阳、长沙、郑州、开封
四地，
省文投公司分别与罗山县人民政
府、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国
家开发银行河南省分行、
开封市文投集
团等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文投公司将
紧紧抓住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
全省文化旅游融合的重大战略机
遇，
积极布局文化旅游、
文化教育、
文化
金融、
文化科技、
文化影视、
文化创意六
大领域，助力河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
展，
为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做出文投人
的贡献。
高鸿鹏

本报讯 4 月 26 日，集团召开
记者站（分社）工作会议，安排部
署近期宣传报道重点任务，研究
讨论驻地机构改革发展工作。
董林社长、刘雅鸣总编辑参加会
议。
董林充分肯定了前一阶段
记者站（分社）的工作。他说，这
次疫情对记者站（分社）是一次
实打实的考验，各记者站（分社）
交出了一份靓丽的成绩单。记
者站（分社）在常态化报道、重大
主题报道、经营创收方面都取得
较大成绩，凸显了河南日报作为
主流媒体的中流砥柱作用，集团
党委会、编委会表示满意。
针对地方记者站（分社）下
一步工作，董林提出六个方面要
求。首先要做好宣传报道。围
绕驻地党委政府中心工作，做好
宣传报道，发挥好省委机关报作
用 ，这 是 绝 对 、永 远 不 变 的 任
务。其次，要做好重大主题宣传
报道。希望各位站长（社长）沉
到一线去，在采写鲜活的、有影
响力的好故事上下功夫，通过精
彩的、能传播得开的故事提升党
报“四力”，多出精品佳作。第
三，推动媒体深度融合。扎扎实
实做好河南日报客户端地方频
道的开通落地工作，积极抢占驻
地网络传播空间。第四，做好广
告经营和发行工作。第五，积极
推动分社建设。第六，认真抓好
党建工作。他期待大家振奋精
神、再接再厉，不断开创工作新
局面，助力集团在大疫面前有大
发展。
刘雅鸣就记者站（分社）采
编经营等各项工作，与参会人员
进行了座谈。她强调，要在传统
媒体日渐式微的情况下，通过积
极有效工作，不断扩大河南日报
影响力版图；要站在集团生存发
展高度，进一步做好经营创收工
作；要全面落实意识形态责任
制，写出一批好作品，带出一支
王屹立
好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