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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战略规划 实现出彩报业

集团 2020 年度预算编制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 全面预算是企业管理的
重要工具之一，也是企业战略目标落
地的抓手。集团公司自 2005 年实施
全面预算管理以来，在集团党委大力
推动、各预算单位积极参与和支持
下，为实现集团改制、转型和发展等
阶段性目标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站
在“两个现代”和“223”战略任务的历
史起点上，2020 年度集团预算编制工
作已顺利完成，将通过全面预算的全
要素、全过程、全方位管理，把集团战
略规划落细、落实。
集团党委对 2020 年度全面预算
工作高度重视。董林社长、张光辉总

经理先后三次听取专项汇报，强调要
以改革创新理念，改进和完善预算编
制工作。要理顺集团发展战略、KPI
考核和全面预算管理的关系，在编制
和核定集团 2020 年度预算指标时，引
入 KPI 概念和与行业对标理念，由以
业务量推导预算目标和考核转向以
行业对标达标和 KPI 考核倒逼测定预
算指标。
为做好今年的预算编制，集团计
划财务部在引入行业 KPI 指标并选定
净资产收益率和销售（营业）利润率平
均值为标准值与集团企业对比后，处
于行业平均值以下的企业立足实际，

自我加压，
争取当年或三年内达标；
处
于平均值以上的企业主动对标良好或
优秀指标，
“跳起来摘桃子”。各预算
单位发扬奋斗与担当精神，制定增收
节资、
降本增效等保障措施，
严格控制
和压缩非生产经营性支出和投资，对
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和公务车辆费用
等从严控制。在保障采编、经营和行
管工作有序开展的前提下，严格执行
八项规定精神和公车改革要求，以及
差旅费标准，勤俭办企业、事业，节约
各项支出，以确保年度预算目标的实
现。
随着省文资办对所属文化企业由

郑东绿博·君邻大院时光馆开馆
本报讯 5 月 13 日，报业集团与
建业集团携手打造的郑东绿博项目
——建业·君邻大院时光馆在报业大
厦举行开馆仪式。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总经理韩嘉俊、河南日报置业公司
负责同志，建业置地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景畅等出席仪式。

郑东绿博·君邻大院是报业集团
与建业地产合作的首个市场化运作
地产项目，亦是郑东首个 C2B 定制式
高端项目，该项目品质上与北龙湖·
君邻大院一脉相承，承续首创全国的
建业定制模式，从建筑、园林到户型、
配套，再到圈层、服务，全息满足居者

物质、精神需求。建业集团还将整合
文旅、教育、酒店、足球等 13 大建业
新生活资源，构建郑东首个 C2B 定制
式大服务体系，为业主创造一个理想
桃源。未来，双方将巩固合作基础，
拓宽合作领域，在地产、教育、文旅等
多方面展开合作。
杜蒙恩

集团文明创建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 进入 4 月份以来，集团
文明创建活动精彩纷呈，为集团全国
文明单位第二次届满复核验收营造
了良好氛围。
4 月 17 日、24 日，开展主题为“防
疫有我 爱卫同行”
的周末卫生大扫除
活动，
集团各部门（单位）积极行动，
将
办公室地面、
门窗等进行全面打扫，
对
公共区域的卫生死角彻底清除。
4 月 20 日至 5 月 20 日，
“ 倡树文
明新风 涵养报业文化”为主题的公
益倡读活动亮相，集团员工及家属通
过微信打卡、抖音视频分享的形式，
参加线上读书比赛、发布好书推介或
美文朗读视频。

简讯

报业青年喜获荣誉
本报讯 近日，接踵而来的喜
讯让报业青年们备受鼓舞——河
南日报报业集团战“疫”青年突击
队采访部分队、大河智慧城市配送
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韩付涛、大
河网技术发展中心总监李良昆分
别被授予第 24 届“河南青年五四奖
章集体”、第 24 届“河南青年五四奖
章”及 2020 年“新时代河南向上向
张渝
善好青年”荣誉。

集团印务中心
承印工作受表彰
本报讯 近日，人民日报社发
行出版部印发通报，表彰 2019 年度
在人民日报出版印刷工作中取得
优异成绩的承印单位，河南日报报
业集团印务中心荣获“承印工作先
进单位”。
2019 年，印务中心牢记“出好
报、出早报、杜差错”的要求，坚持
把党报安全出版放在第一位，强化
内部管理，严格过程控制，全体员
工发扬工匠精神，齐心协力、扎实
工作，严把质量关，圆满完成了各
项出版印刷任务。
马腾达

配合第 25 个“世界读书日”，集
团启动“报业之声·遇见好时光”好书
音频捐赠公益活动——集团机关党
委、工会相关负责人将集团朗诵戏剧
社成员们录制的好书音频故事，现场
捐赠给了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的儿
童代表，还将这份爱心快递寄给了汝
州市陵头镇庙湾村的孩子们，鼓励这
些因疫情未能如期开学的贫困地区
儿童，用另一种方式“听”到好书，爱
上阅读，汲取知识。
从 5 月 11 日开始，集团文明办公
开征集 2018 年以来，集团个人及部
门公开出版的书籍，省级以上奖励，
重大事件的照片、图表、文章视频等，

为报业大厦四楼“文明的力量”文化
墙准备素材。
4 月 26 日至 5 月 26 日，以“宣传
践行价值观 争做出彩报业人”为主
题，围绕集团“忠诚、奋斗、创新、争
先”价值观征文活动也吸引了大批员
工及离退休员工的参与。
5 月 20 日，集团文明办邀请安全
健康教育网有关专家来集团举办垃
圾分类知识讲座，同时还召开文明专
干座谈会，勉励大家齐心协力，众志
成城，圆满完成届满复核验收等各项
工作，持续擦亮全国文明单位这块金
字招牌。
董建矿 张渝

集团记者
获省直工委表扬

大河网智慧政务
建设传捷报

本报讯 日前，省委直属机关
工委下发《关于对疫情防控中表
现突出的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和
共产党员进行第三批表扬的通
报》，将第三批表扬的 27 个基层党
组织和 30 名共产党员名单予以通
报。
河南日报党群政法部
记者李凤虎作为表现突出的共产
党员受到通报表扬。
张渝

本报讯 近日，集团智慧政务
再传捷报，据人民网舆情数据中
心发布的“2019 年政务指数·微
博影响力报告”，由大河网运维的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官方微博@河
南人大，位居“全国十大人大微
博”第 3 名，是全国省级人大系统
田凯中
中唯一上榜品牌。

大河农业
开展岗位练兵
本报讯 近日，大河农业公司
组织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活
动，检验大家的实战技能，促使大
家自我加压，努力“充电”。
据悉，大河农业公司将把考
试成绩纳入职工月度绩效考核，
作为衡量工作能力的一项重要指
标。此外，将继续采取“培训-考
核-培训”的方式，持续开展职工
培训、组织考试考核，为后续工作
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胡炜东

大河物业
接连收到锦旗
本报讯 近日，经八路街道办
事处广电社区负责同志到大河物
业瑞园小区项目部，为小区物业
送上绣有“心手相牵战疫情，严控
新冠保平安”字样的一面锦旗，这
是大河物业收到的第四面锦旗。
疫情防控开始后，大河物业
全体员工放弃节假日，与社区工
作人员一起不分昼夜坚守门岗卡
点，积极配合社区开展摸排登记、
测量体温、配送物品、扫码验证等
一系列防控工作，确保了零感染、
零疑似、零干扰。
大河物业

管资产向管资本转变，以及对文化企
业实行年度考核，企业利润总额和净
资产收益率将成为考核企业经济效益
的基本指标。2020 年，集团将以纳入
省文资办考核为契机，以集团全面预
算和文资办考核基本指标为基础，分
类选定企业 KPI 指标，改变原有重点
关注收入、利润等基础性指标的管理
模式，层层传导“2+N”指标体系，考虑
净资产收益率、
销售利润率、
总资产周
转率等关键指标，建立建立集团 KPI
指标考核体系，与全面预算编制、执
行、
调整形成管理闭环。
张军义

集团启动“关停并转”
低效企业工作
本报讯 为认真落实省委深改
组重点改革事项工作台账任务，深
入 贯 彻《集 团 发 展 战 略 规 划 纲 要
（2020-2022）》精神，近期，集团启动
了“关停并转”低效企业工作，集中
优质资源发展六大产业集群。
集团对各经营单位近三年经营
情况进行了充分摸底调查，通过开
展低效企业自查，正确区分培育期
亏损和长期扭亏无望企业，受困企
业和僵尸企业。集团将坚持市场导
向、战略方向、科学分类等原则，根
据综合摸底和实际调研情况，确定
关 闭 、停 办 、合 并 、转 产 名 单 和 方
案。
王国帅

集团新版记者证
换发工作顺利完成
本报讯 自 2019 年 10 月起，根
据中宣部统一要求，全国新闻单位
陆续启动采编人员培训考试和新版
记者证换发工作。在半年多的时间
里，经过组织学习、统一考试、网
上申报、线下审核等多重环节，
217 本河南日报记者证、738 本系列
媒体记者证全部发放到集团采编人
杜菲
员手中。

大河印刷公司正式
通过绿色印刷认证
本 报 讯 日 前 ，历 时 半 年 多 准
备、培训和实练，大河印刷公司顺利
获得国家环保部中环联合（北京）认
证中心颁发的绿色印刷认证证书，
标志着大河印刷公司取得了教辅教
材的印刷资格。
马腾达

大河全媒体广告
集团乔迁新址
本报讯 5 月 6 日，大河全媒体
广告集团喜迁至楷林中心 9 座，告别
“租房”时代，有了自己的家。
蔡莉莎/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