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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6 月 23 日上午 9 时，气温高达
教训，深化以案促改，持续推进
39℃，人在室外待上几分钟就会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重要举
被汗水湿透衣裳，随着各级指挥
措。
员指令下达，报业大厦数十名防
王珂、胡景战、孟磊、田建光
汛抢险队员，身着防护服、脚穿防
在演练指挥部参与指挥，并现场
雨靴，顶着酷暑搬沙袋堵缺口、拉
查看了报业大厦高低压配电室、
水泵忙抢险……一幅紧张有序、 消防水泵、空调机房等重点要害
训练有素、有条不紊的抢险救灾
部位。
场面。
为做好此次演练工作，办公
这次演练是河南日报社深入
室、大厦物业精心制定演练方案，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
按照《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防汛应
救灾工作以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
急预案》中 I 级应急响应的指挥体
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
系、应对措施和操作流程，全面复
实省委书记楼阳生关于压实责任
盘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模
全面排查精准施治、坚决守牢安
拟报业大厦遭遇双回路电源断
全生产底线的重要指示精神，深
电、地下车库进水、高低压配电室
刻汲取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
渗水等险情场景进行了启动应急

发电机为大厦重要部位供电、垒
筑挡水沙袋、移动式发电机紧急
供电排水等处置措施和流程，共
动 用 抢 险 队 员 、保 障 队 员 40 余
人，使用移动式发电机 2 台、排水
泵 1 台、防汛沙袋 300 多个。演练
过程中各场景衔接紧密，各级指
挥体系运转顺畅，应急处置流程
和应对措施准确、有效，达到了预
期目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印务中心、大河物业公司、医
疗办、新闻策划协调部、河南日报
社总编室、物贸公司、大河速递公
司、大河书局、大河酒店管理公
司、瑞奇房地产公司、河南日报置
业公司等防汛重点单位主要负责
人现场观摩。
（李冬利）

集团公司获批设立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7 月 7 日 ，省 人 社 厅 印 发 通
知，经省博管办审核，同意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设立博士后
创新实践基地。这是我省新闻单
位首个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也
开了我省国有文化类企业设立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先河。
今年 2 月，省博管办改革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的设立条件，
在新的申报条件中，
“拥有支撑国
家或省级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性、先导性产业，整体技术水平或
重点科研领域在同行业居于领先
地位，具有行业示范性和带动性
作用”成为基础性条件。同时，推
荐设立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在近
三年内荣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或承担省部级以上重点研发计
划、重大科研项目。
面对全新的、高标准的设立
条件，董林同志高度重视申报工
作，多次作出指示，组织召开协调
会，要求规划发展部、人力资源
部、大河网等单位组建申报团队，
深挖优势、细致对照、周密筹备，
全力以赴做好申报工作。在本年
度的名录中，全省共有 135 家博
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批准设立，其
中绝大多数是各省辖市的研发
型、科技型企业，隶属省直序列的
仅有 5 家，
集团公司位列其中。
根据文件批复精神以及申报
思路，下一步，集团公司将紧密围
绕“22468”系统集成改革思路和

现代化转型方向，紧扣数据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远期目标，在当前
承担的 4 项国家级重点研发计划
基础上，用未来三年的时间，招收
不少于 5 名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采集与管
理、人工智能等相关专业的博士
入站，与中科院软件所等科研单
位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地开展“两
个现代”战略实施路径、新闻+政
务数据平台研究、数据标注工具
研发等研究项目，为加快建设现
代传播体系和现代文化领军企业
提供技术支撑、人才支撑和平台
支撑，在我省“第一战略”中输出
报业动能。
（肖遥）

省首届应急管理与公共安全论坛在报社召开
6 月 27 日，河南省首届应
急管理与公共安全论坛在河南
日报社举行。论坛由河南省应
急管理厅、河南日报社、河南农
业大学主办，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承办。围绕“新常态下应急
管理方向与未来”主题，国内及
省内应急管理领域的专家学者
和企业代表共同探讨新时代应
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
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中国水利水电科

学研究院防洪抗旱减灾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和水利部防洪抗旱减灾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工、教授孙
东亚，公共管理专业博士、河南大
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
素姣，管理学博士、华北水利水电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文
杰，管理学博士、河南中医药大学
管理学院副教授王晓晓；应急管
理博士、河南农业大学文法学院
副教授李振志，河南鑫安利安全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高级

工程师、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导师孔
庆端参加了论坛活动。
与会专家学者和企业代表分
别围绕“我国洪水灾害特点与应急
管理技术需求”
“ 大型城市极端天
气应对与思考”
“ 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中的社区应急管理”
“ 如何优化
应急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建设”等
内容发表演讲，介绍应急管理典型
经验做法，交流分享风险管理研究
成果，为新时代应急管理事业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孟媛）

报社、
集团公司举办
基层党建暨全面从严治党干部培训班

报社组织开展应急防汛演练

6 月 29 日至 7 月 1 日，河
南日报社、集团公司成功举
办了为期 3 天的基层党建暨
全面从严治党干部培训
班。社机关纪委委员、各单
位党支部（总支）书记、纪委
书记（纪检委员）、派驻纪检
员，共 13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报社、集团公司党委对
举办本次集中培训高度重
视，报社党委书记、社长，集
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董
林审定培训方案并提出明
确要求，驻报社纪检监察组
组长于前锋出席开班仪式
并作专题辅导报告，集团公
司党委副书记胡景战作开
班动员讲话。
近年来，报社、集团
公司党委坚持以党建第一
责任引领和保障发展第一
要务，持续传导管党治党
全面从严的主基调，基层
党建和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不断深化、提升，取得一
系列新成效新进展，为各
项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政
治保障。但与全面从严治
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
要求相比，还存在着一些
短板和不足，迫切需要改
进和提高。举办这次培训
班，目的是结合省委“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进
一步增强基层党务工作者
和纪检监察干部的政治意
识和责任意识，深刻认识
“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
义；进一步深刻领悟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
命的战略思想，培养斗争
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打
造一支政治素质高、忠诚
干净担当、专业化能力
强、敢于善于斗争的党务和纪检监察队伍。
培训班内容丰富、针对性强，紧扣工作实
际，科学设置培训课程，突出政治理论教育，强
化业务能力提升，既有实用性强的专题辅导报
告，又有贯彻党中央和省委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最
新要求的学习解读；既有潜在的风险提示，又有
廉政提醒；既有线上专题学习，又有线下面对面
的研讨交流；既有到河南廉政文化教育馆参观学
习，还有书面结业测试，实现了预期目标。
参加培训的学员普遍反映，通过学习进一步
明确了党务工作者和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
职责和基本任务，更准确掌握了党建和纪律监督
的方式方法，达到了增进沟通了解、交流经验体
会、提升业务能力的目的。大家表示，要把这次培
训当作新的起点，做到科学履职、精准履职、有效
履职，锚定“两个确保”，实施“十大战略”，推进“两
个现代”，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浩文）
大胜利召开。

7 月 14 日，报社文明办举办“报业好家风”主题讲堂，来自河
南日报社和集团公司的李凤虎、方舟、洪波、周青莎、张娜等 5 位
2020～2021 年度文明家庭代表走上报业讲堂，为广大员工真诚
讲述各自的家风家教传承故事。
（胡炜东 文/图）

﹃报业好家风﹄主题讲堂开讲

文明报业舞东风

朗诵诗会唱响﹃报业清廉颂﹄

7 月 14 日，由河南日报社（集团公司）党委和省纪委监委驻河
南日报社纪检监察组主办，河南日报社机关党委、机关纪委、文
明办承办廉洁文化建设系列活动之——
“报业清廉颂”朗诵诗会
在报业大厦四楼多功能厅举行。诗会上，集团员工声情并茂地
朗诵《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以及集团员工自己创作的诗歌，彰显
了党报文化底蕴，展示了员工精神面貌。
（胡炜东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