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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省管企业考核中﹃一门三优秀﹄

近日，
河南省考
核工作委
员会下发
文件，通报
2021 年 度
省管企业
领导班子
年度综合
考 核 结
果。其中，
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及集
团主办的
大河网络
传媒集团
公司、代管
的省文投
公司获得
最高等次
的“ 优 秀 ”
评价。
2021
年，报业集
团公司积
极融入我
省“两个确
保”
“十大
战 略 ”，聚
焦中心大
局，聚焦主
责主业，加
快建设现
代传播体
系和现代
文化领军
企业。在
汛情、疫情
双重冲击
下，集团经
营大盘依
然实现稳
中有升，取
得超出预
期的好成
绩。全年
收 入 21.4
亿元，同比
增长 15%；利润 1.83 亿元，
同比增长 8%；上交国有资
本收益 2000 多万元。盈利
能力、资产质量、债务风险
指标，均优于全国国企平
均值；营业收入及营业利
润增长率，达到全国国企
优良值；净资产收益率大
幅超过同行业平均值。大
河网络传媒集团公司实体
化运行，以业务创新为引
领，调结构、布新局、保存
量、提增量，收入、利润大
幅度增长，交出出彩成绩
单。省文投公司强化聚合
理念、平台思维，提升公司
治理能力、投融资能力和
国有资本运营能力，收入
翻 两 番 多 、利 润 翻 一 番
（曲娟）
多。

贯彻落实楼阳生书记讲话精神

集团专题调研推进顶端新闻建设
4 月 2 日，集团继召开党委扩大会
议专题研究落实楼阳生书记调研讲话
精神之后，又到顶端新闻调研，现场办
公。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董林，
党委副书记、总编辑刘雅鸣，集团公司
副总经理关国锋，顶端传媒科技公司班
子成员和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与会同志认真学习楼阳生书记近
期“5 天 4 次”谈及顶端新闻的讲话精
神。大家表示，楼书记的关心关怀让我
们非常感动、非常振奋，深切感受到顶
端新闻迎来了发展的“春天”。集团和
顶端传媒科技公司全体干部员工将振
奋精神、加压奋进，坚持项目化、工程
化、清单化、台账化，深入贯彻落实楼书
记“遵循规律、发挥优势，博采众长、集
成创新”
“ 迭代颠覆、换道领跑”等指示
精神，以更多的实物工作量和更加出彩

的答卷回报省委的信任。
会议研究了贯彻落实楼阳生书记
讲话精神、加快顶端新闻建设的举措：
一是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持续、反
复、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媒
体融合重要论述精神，学习领悟楼书记
讲话精神，把加快顶端新闻建设作为重
要政治任务，举全集团之力推进落实。
二是深入研究平台建设规律。组织研
究专班，深入研究平台建设规律、互联
网发展规律，研究用户特性、用户需求，
理清平台和媒体的关系，对传统、落后
思维进行“空杯化”
“格式化”，进一步找
准顶端新闻的方向定位、建设路径。三
是整合资源、开门办端。完善集团层面
支持顶端新闻建设的工作专班、工作机
制。推动大河云和顶端新闻“两大枢
纽”紧密对接，实现相互赋能、双轮驱

动。积极寻求和对接上级政策支持、项
目支持，广泛运用风投、文化产业和媒
体融合基金等渠道，拓宽建设资金来
源。四是加强内容安全、政治安全管
控。健全完善意识形态、网络意识形态
制度体系、运行机制，落实工作责任，织
密安全“防护网”，守好安全“生命线”。
五是积极“走出去”，学习先进经验。对
标互联网头部企业、先进企业，积极通
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情报，全面消化
吸收，合理引进借鉴。待疫情形势缓和
后，积极“走出去”，进行现场学习。六
是营造技术生态、创业生态。组织学习
互联网发展史、信息技术发展史，增强
技术感知力，培植技术基因。大力引
进、培养技术团队，加大技术人才话语
权、影响力。积极筹建省级媒体融合实
(李富春)
验室。

集团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总体国家安全观重要论述，落实省委
书记楼阳生对安全工作的批示精神，4
月 26 日下午，集团召开安全工作会议，
传达学习有关会议精神，安排防汛、防
疫和五一节前的安全生产工作。集团
党委书记、社长、董事长董林出席会议
并讲话。集团党委委员、副社长高金光
主持会议。
会上，董林从八个方面对做好当前
安全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充分认识、高
度警惕，切实提高风险防控和忧患意
识，强化对各种不利因素的常态化分析
研 判 ，提 前 做 好 预 案 ，打 好 有 准 备 之
仗。二要全链条、全覆盖抓实监管责
任，深入细致做好隐患风险排查，及时
消除隐患漏洞，实现本质安全。三要把

人身安全摆在第一位，贯彻人民至上、
以人为本理念。四要责任到位、责任到
人，夯实各单位、各岗位的职责任务，坚
持党政同责同追，守牢安全底线，坚决
不发生群死群伤重特大事故。五要统
筹安排、系统集成，把防汛、防疫、安全
生产等多重任务要求统筹贯通起来，提
纲挈领、事半功倍地解决好当前面临的
各种风险挑战。六要不断提升政治站
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加强督查，把保障职工生命安全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实。七要
发挥组织动员的体制优势，打一场群防
群治的人民战争，对发现工作环节漏洞
隐患的职工进行表彰和奖励。八要搞
好宣传、营造氛围，在集团内部宣传平
台上开辟专题专栏，在宣传大屏上滚动

播出防汛、防疫、安全生产的提示，营造
出人人重视安全、关注安全、支持安全
工作的浓厚氛围，为集团“两个现代”建
设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高金光传达了省防汛工作视频调
度会议精神，宣读《关于调整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防汛指挥部及防汛抢险总队
的通知》。集团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负责
人宣读《关于做好“五一”假期疫情防控
的工作提醒》和《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关
于落实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的通
知》。
省纪委监委驻集团纪检监察组，集
团相关综合部室，有关经营单位负责同
（李冬利）
志参加会议。

董林当选中国报业协会副理事长
4 月 15 日，中国报业协会第六次
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
选举产生了中国报业协会新一届领导
班子，张建星当选第六届理事会理事
长，明立志当选第六届理事会常务副
理事长。集团党委书记、社长、董事
长董林当选为中国报业协会第六届理
事会副理事长，河南省报业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石晓林当选为第六届理事会
常务理事。
因疫情防控需要，大会以主会场
和线上参会形式召开，在北京设置有
主会场，中宣部副部长张建春出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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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讲话，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刘正
现已拥有 5 个分会、9 个专业工作委员
荣、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崔士鑫、中
会、会员单位 1500 多家。
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中国
中国报协对集团发展高度关注，
报业协会第五届理事长张建星出席会
2018 年 4 月，在中国报业协会成立 30
议，中宣部传媒监管局局长李宏葵、 周年纪念大会上，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干部局局长耿长有等出席会议。
荣获“全国报业融合发展创新奖”。同
中国报业协会是由中宣部主管、 年 11 月，在中国报业发展四十年深圳
经民政部批准成立的国家一级社会团
峰会上，集团被评为“改革开放四十
体，是全国各级报社以及从事报业经
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单位”，时任集
济、报业经营管理研究的科研、教学
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董林被评为
单位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的全 “改革开放四十年·报业经营管理先进
国性行业组织，有着深厚历史传承和
个人”。
行业积淀。经过多年发展，中国报协
（张景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