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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文明创建结硕果

集团蝉联全国文明单位
日前，经省文明委复查、
中央文明办审核、中央文明委
批准，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本
部）继续保留“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连续第二次成功蝉
联这一
“国字号”
金字招牌。

一路走来，
忠诚担当 >>
全国文明单位评选三年一届。
每年年检，每三年到届再创。
2015 年 2 月 28 日，集团成功创建
第四届全国文明单位。
2017 年 11 月 17 日，顺利通过首
次到届复查，再创辉煌。
2020 年，面对防控新冠肺炎的严
峻形势，面对第二次到届再创的繁重
任务，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勇于担当，
对创建工作的领导、指导、支持力度
之大，前所未有。
“全国文明单位这块金字招牌必
须在我们手里越擦越亮！”2020 年 3
月 13 日，在集团党委会上听取精神文
明建设汇报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社长董林提出明确要求。
2020 年 3～8 月，集团党委会先
后三次听取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汇报，
研究解决创建工作中的困难和问
题。党委班子成员一致表示：全力支
持集团全国文明单位创建工作。董
林社长多次对集团创建工作提出指
导性意见；张光辉总经理表示，任何
时候都必须保证精神文明建设专项
资金的使用；刘雅鸣总编辑要求编辑
部加大对全省文明创建工作的宣传
力 度 ，做 到 稿 件 及 时 处 理 、安 排 到
位。作为分管领导，石晓林副社长时
时处处为文明创建工作定规划、出主
意、解难题……
2020 年 3 月，集团党委根据分工
变化，及时调整了集团精神文明建设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领导小组第一
时间任命了由各部门、各单位、各媒
体推荐选拔出来的 60 名文明专干，形
成了“一把手亲自抓、主管领导具体
抓、职能部门全力抓、相关部门协同
抓”的工作机制。
在上半年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
下，集团党委下大决心、下大力气，对
院内主干道、园林景观区、报社食堂、
户外健身园进行了整修和重建。8 月
25 日、28 日，集团所有在总部的厅级
领导干部集体参加义务劳动，进行报
业大厦院内卫生大扫除。在 8 月的骄
阳下，集团领导带头扫路面、铲杂草、
捡烟头、清垃圾，带领集团员工清洁
家园，不仅消灭了卫生死角，也消除
了模糊认识，使得“文明创建、人人有
责”的共识更加深入人心，执行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
在集团党委统一领导和集团精
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下，
集团机关党委、纪委、工会、文明办、
大厦物业公司，集团办公室、新闻管
理部、人力资源部、网络中心，河南日
报总编室、新闻出版部，大河报、报春
苑餐厅等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精诚
合作、齐抓共管。在短短 4 个月的时
间内，完成了既定的环境改造及氛围

营造全部建设项目，报业大厦内外面
貌焕然一新。按照集团党委的要
求，集团文明办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集团价值观等方面入手，精心
设计了 30 多幅精美的宣传语，在大
厦一楼 LED 屏滚动播出；固定悬挂
优质服务承诺，推出“文明的力量”
等文明创建活动展板，受到集团员
工广泛好评。集团文明专干、广大
员工积极参与报业讲堂、志愿服务、
帮扶共建、爱卫运动等文明创建活
动，自觉为集团的文明创建工作添
砖加瓦、增光添彩。

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
课汇报演出，催生出千帆竞发的报业
重要指示的第二天，鼓励员工以“光
新气象。8 月 31 日，集团迎来了检查
盘”为荣，以“剩宴”为耻，不奢侈、不
时间早、检查措施严、测评项目多，首
浪费、不攀比，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
次进行现场考试、现场访谈的全国文
为，切实培养节约习惯。此外，组织
明单位到届复查。最终以优异成绩再
文明礼仪知识讲座，垃圾分类知识讲
次通过验收。
座，加强诚信建设、涵育优良家风主
题讲座，全方位提升员工文明素养。
一路走去，
久久为功 >>
对口帮扶持续深入。2020 年，
集团积极探索基层党组织与对口扶
再次蝉联全国文明单位，意味着
贫村结对共建新模式。从元月份开
更大的责任、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
始，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分别带领所分
要求，必须落实落细、抓常抓长，锲而
管党支部的党员干部到对口扶贫村
不舍，久久为功。
共建支部、共促产业、共树新风、共惠
创建活动须常态化。要常态化推
民生。截至 8 月底，集团共有 40 多个
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
一路走来，
务实重干 >>
党支部（总支）、300 余人次分别走进
人品德建设——着力培育和践行社会
文明创建，
创在平时，
建在日常。 登封市石道乡赵庄村和汝州市陵头
主义核心价值观，让每位员工自觉争
2020 年，面对新冠疫情常态化防
镇庙湾村。同志们爬山坡、走基层、 做崇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
穿村巷、问村情、聊发展、谈党建，各
控形势，集团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
护者、美好生活的创造者，让每位员工
审时度势，超前谋划，持续深入开展
类活动如火如荼，受到了登封、汝州
积极争做文明个人、最美家庭、出彩报
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群众性精神文
市委宣传部、扶贫办等市直部门，以
业人。要常态化推进法制建设和诚信
明创建活动。
及基层党委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的
建设——着力开展普法教育、诚信教
道德建设持续深入。连续开展 3
一致好评。
育和意识形态责任制教育，不断提升
期报业讲堂，让身边人讲述身边事，
文体活动持续深入。添置群众
每位员工的法治意识、诚信意识、责任
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两场“武汉抗
性体育设施和健身器材，建成投用报
意识，推动形成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疫故事汇”，10 名武汉抗疫报道一线
业大厦户外健身园，员工活动有场
履职尽责的良好风尚。要常态化推进
所，健身有设备，锻炼有器材。以羽
记者走上讲堂；两场“奔腾的青春故
企业文化建设——着力打造“报业讲
事汇”，10 名获团省委表彰的优秀青
毛球、足球、篮球等 3 个俱乐部为主
堂”、
“ 报业人志愿服务”、
“ 我们的节
年代表走上讲堂；一场践行集团“忠
体，组织开展小型对抗赛，集团领导
日”等品牌创建活动，倡树文明新风，
诚、奋斗、创新、争先”价值观故事汇， 带头参加，带动大家在运动场上你追
涵养报业文化，用心用情打造“幸福集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杨
我赶、挥汗如雨。以朗诵戏剧社、合
团、快乐集团”。
晓东和 6 位践行集团价值观征文一二
唱团成员为主力，先后举办了两场读
环境改善须常态化。要常态化开
等奖获得者登上讲堂。报业讲堂已
书会和一场诗歌朗诵会。
“ 七一”当
展爱国卫生运动——尽快制定出台
然成为引导集团员工明德修身、立德
天，集团机关党委和团委联合开展 《集团环境卫生检查制度》，着力推动
树人的大舞台。此外，组织《新时代 “党在我心中——前行有您 后继有
环境美化、卫生检查、垃圾分类制度
我”青年党员向老党员致敬主题微党
化、规范化、常态化，以有用、有力、有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新时代公
效的手段持续打造“绿色
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
集团、美丽集团”。
要 》专 题
融合推动须常态化。
要与群团组织结合，
依托足
辅 导 ，集
球、
篮球、
羽毛球、
朗诵戏剧
中 收 看
《传 统 文
社等 5 大社团，
发挥青年团
化 十 二
员力量，
广泛开展员工喜闻
乐见的文体活动；
要与生产
讲》，让 社
会主义核
经营结合，青年岗位建功，
心价值观
党员挂牌上岗，
志愿服务进
入 耳 、入
车间、进小区；要与新媒体
结合，借力“微传播”，广泛
脑、入心。
宣传集团文明创建活动，
创
志愿
服务持续
品牌，
树形象。
深入。短
在今后的工作中，只
有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短 4 个月时间，集团在“志愿河南”服
丰富创建内涵、创新方式
务平台上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就有 790
名，记录志愿服务时长 3000 多小时。
方法，不断增强文明单位
自 2 月底复工复产以来，志愿服务进
创建的参与度、关注度、美
速递、进公寓，春季义务植树，齐心抗
誉度，不断促进员工全面
进 步 、全 面 提 升 、全 面 发
疫无偿献血，文明交通进汝州，书香
阅读进地铁等志愿服务活动有声有
展，才能把全国文明单位
色。2020 年，集团员工赵川被评为河
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南省优秀志愿者，河南手机报“圆梦
行动”被评为省直优秀志愿服务项
目。在全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
设推进会上，集团做了题为《在实践
中探索 在守正中创新》的典型发言。
文明倡导持续深入。文明风尚，
重在培育。鼠年春节，倡树文明、祥
和、节俭过节新习俗；清明节前，鼓励
员工用文明祭扫的实
际行动，为打赢疫情防
控阻击战作贡献；返程
复工高峰，倡议大家自
我防疫、守护平安，心
抱得更紧、举得更高，才能
手相牵、共克时艰；复
为实现集团“两个现代”的
工复产后，鼓励员工从
战略目标提供更加强大的
一日三餐做起，从公筷
精神力量！
公勺做起，养成健康好
（周恩成/文 资料图片）
习 惯 ；8 月 12 日 ，习 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