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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集团召开经营采编工作务虚会
近期，集团先后召开经营、采编
工作务虚会，科学研判形势，深入交
流研讨，积极谋划集团 2022 年重点工
作。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董
林 出 席 会 议 并 讲 话 ，集 团 党 委 副 书
记、总经理张光辉，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编辑刘雅鸣分别主持会议并讲话。
于前锋、高金光、孙德中、魏剑、
张学文、王珂、胡景战、韩嘉俊、孟磊、
田建光、孙金水、靳德永、唐晓玲、关
国锋、李铮等参加会议。
2021 年 12 月 15 日，在经营工作
务虚会上，董林指出，2021 年集团经
营工作稳中有升、稳中有进，成绩斐
然、来之不易。这是集团党委坚强领
导、董事会正确决策、经理层履职尽
责、经管人员砥砺前行、全体员工奋
力拼搏的结果；这是改革创新、制度
建设、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完善释放出
的红利。董林指出，一是清醒认识集
团经营工作面临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把握机遇、迎接挑战。二是充分发挥

党报集团在经营工作中的独特优势，
助推经营工作高质量发展。三是稳
住经营工作大盘谋划未来转型发展
之 路 ，推 动 集 团 公 司 积 极 向 互 联 网
化、一体化、企业化、资产证券化“四
化”转型发展。
张光辉在经营务虚会上指出，要
统筹谋划好集团经营管理工作：既要
积极应变，又要保持定力；既要抓好
改革，又要抓好管理；既要抓好存量，
又要抓好增量；既要抓好开源，又要
抓好节流；既要抓好思路，又要抓好
执行力。要加强经理层履职能力建
设；继续推动打好“两个翻身仗”；进
一步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激发
存量扩大增量，实现提质增效；要打
造生态体系，进一步加强经营风险防
控。
12 月 23 日，在采编工作务虚会
上，董林指出，2021 年集团采编工作
硕果累累，重大时政报道多次获得上
级领导批示表扬，中国新闻奖再次收

融合发力 协作共赢

集团与安阳市政府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21 年 12 月 16 日上午，集团与安阳
市政府在安阳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安阳市委书记袁家健，市委副书记、市长
高永，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董林，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辉见证双方
签约。
安阳市委常委、秘书长董良鸿出席签
约仪式，安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政府
党组成员薛崇林主持签约仪式。集团党
委委员、副总编辑孙德中，安阳市政府党
组成员、秘书长李传银在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上签字。
安阳市政府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将
在主题宣传、媒体融合、活动策划、舆情服
务、产业合作、人才培养和智库服务等方
面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并结合安阳市
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设置宣传议题，通过
日常报道和重大选题策划、重大活动宣传
相结合，以报纸+顶端+网站+微博+微信+
新闻客户端+手机报的融合宣传模式，全
方位、立体化、多层次宣传、推介安阳市经
济社会发展亮点工作和重大典型，深度融
入、高质量服务安阳市现代化建设。当天
下午，河南日报报业集团还启动了“走上
新的赶考路·高质量发展安阳行”大型采
（谢建晓 李旭兵）
风活动。

集团焦作分社全媒体
采访活动启动暨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2021 年 12 月 9 日上午，集团焦作分社
全媒体采访活动启动暨战略合作签约仪
式在焦作举行。焦作市委书记葛巧红，集
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董林共同按下
活动启动键，开启“顶端新闻焦作频道”。
焦作市委副书记、市长李亦博致辞，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主持仪式。焦
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奇，集团党委
委员、副社长石晓林，分别在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上签字。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和焦
作市将在主题宣传、媒体融合、活动策划、
合作办版、舆情服务、产业合作、人才培养
和智库服务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通过报
纸+顶端+网站+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
手机报的融合宣传模式，全方位、立体化、
多层次宣传、推介焦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亮点工作和重大典型等。
（陈学桦 姚广强）

获一等奖荣誉，顶端新闻建设步入新
阶段，大河云融媒机制建设成效明
显，采编工作与经营工作也呈现出相
互促进的良好态势。董林提出：一是
继续加强理论武装工作。做到心中
有方向、工作有取向、舆论有导向。
二是毫不动摇坚持政治家办报。要
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
政治执行力。三是聚焦国之大者省
之要者。要紧紧围绕喜迎党的二十
大这条主线，谋划好明年的宣传报道
工作。四是坚决推进媒体深度融
合。推动集团现代传播体系、内容生
产生态体系加快形成。五是加强策
划打造精品。打造更多高质量、有影
响 的 高 峰 之 作 、扛 鼎 之 作 、出 圈 之
作。六是转变思路转换角色。从传
统新闻人转变为产品经理人，从单打
独斗者转变为资源整合者。七是抓
住重点积极突破。重点在外宣报道、
文化报道、科技报道三大领域取得突
破。八是加强人才培养和体制机制

创新。
刘雅鸣在采编务虚会上指出，要
围绕国之大者、省之要者、报之重者、
民之盼者，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
和特色新媒体品牌打造。要把握好知
与行、质与量、内与外的关系，树立忧
患危机意识，扎扎实实把明年的采编
工作谋划好、落实好，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于前锋在会议上强调，要旗帜鲜
明讲政治，坚定不移抓创新，硬起手腕
强队伍，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夯实
管党治党责任，为集团采编经营工作
提供强有力的纪律制度保障。
集团有关综合部门、河南日报各
采编部门、集团系列媒体、经营单位负
责同志参加会议。
(集团新闻策划协调部、总经办、
经营办)

集团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引导集团党员全面准
确把握全会精神的核心要义和主旨
精髓，真正做到深学细悟、入脑入
心、指导实践，2021 年 12 月 20 日上
午，集团举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宣讲报告会，省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李庚香作宣讲报告。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张光
辉主持报告会。刘雅鸣、于前锋、高
金光、石晓林、孙德中、王珂、胡景
战、孟磊、田建光、孙金水、靳德永、
关国锋和集团各党支部（总支）书记
参加报告会。
李庚香以《深入学习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 走好新时代的赶

考之路》为题作辅导报告。他从全
局和历史高度深刻认识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深入领会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的丰富内涵与核
心要义；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
六中全会精神，奏响“奋勇争先、更
加出彩”的河南最强音等三个方面
阐释和解读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深刻解读了党的百年奋斗的
初心使命和四个历史时期、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成
就和历史性变革、党的百年奋斗的
历史意义和历史经验。辅导报告深
入浅出、分析透彻，对全面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做
好新形势下的新闻宣传工作具有很

强的指导意义。
张光辉代表集团党委提出三点
要求：一要在精读原文上下功夫。
真正做到学有所获，不断提升思想
认识和理论水平，筑牢思想根基。
二要在学习宣传上下功夫。开展多
种形式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在全
集团持续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三
要在推动工作上下功夫。要把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与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河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
与贯彻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精神结合
起来、与集团“两个现代”建设结合
起来，坚持学用结合，为推动集团高
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童浩麟）

集团首次 3 人当选中国记协
常务理事和理事
2021 年 12 月 17 日，中华全国新闻
工作者协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
暨中国新闻奖颁奖会圆满闭幕。会议
审议并原则通过中国记协第九届理事
会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
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章程（修订草
案）》，选举产生第十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会。

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
当选中国记协第十届理事会常务理
事，是河南省新闻界入选的唯一常务
理事。大河网络传媒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孟磊，河南日报总编室主任万
川明当选为第十届理事会理事，这是
报业集团历史上第一次同时有三名
（李英华）
中记协理事。

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捧回来了！

河南 4 件作品荣获第 31 届中国新闻奖 集团独揽 3 件

12 月 15 日，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
会第十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暨中国新闻
奖颁奖会在北京举行。在第 31 届中国新

闻奖评选中，大河网联合河南博物
院出品的专栏《中原藏珍》获得一
等奖名专栏奖，河南日报《谁是“老
李”
》获得文字通讯与深度报道三
等奖，大河网《记者直击黄河岸边
凌晨抓捕盗猎者 护鸟志愿者足迹
遍布长垣等地》获短视频现场新闻
三等奖。
作为河南媒体界的代表，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大河
网络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孟
磊，河南日报总编室主任万川明，
大河网总编王曦辉参加了此次会
议，并和获奖代表一起受到习近平
总书记亲切接见。
（李英华）

集团 2021 年
第二轮巡察启动
2021 年 12 月 20 日，集
团 2021 年第二轮巡察全面
启动。集团党委第一、二、
三巡察组分别进驻河南商
报社、河南大河物业服务
有限公司、河南瑞奇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并召开
巡察动员会。集团党委巡
察办和巡察组负责同志向
被巡察单位党组织领导班
子及中层以上干部职工传
达了中央、省委、集团党委
关于巡视巡察工作的安排
部署和工作要求，对做好
本轮巡察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被巡察单位党支部（总
支）书记作了表态发言。
本轮巡察时间 20 天左
右，巡察期间设置值班电
话和联系信箱，将受理反
映被巡察党组织领导班子
及其成员、重要岗位人员
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
巡 察 期 间 ，集 团 党 委
巡察组将严格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
和省委、集团党委的相关
规定，主动接受被巡察对
象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集团党委巡察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