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ZONG HE XIN WEN

编辑部电话：0371-65795813
投稿路径：集团办公网导航栏“信息报送”

综合新闻

董林一行调研重点项目建设
7 月 26 日，冒着酷暑，河南
日报社（集团公司）党委书记、社
长、董事长董林一行调研重点项
目建设，慰问一线建设人员。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孙金水
一同调研。
董林一行先后调研了文华
园、大河希尔顿逸林酒店、大
河东都二期等项目，深入商服
和住宅地块施工现场实地查看
了项目开发建设情况，现场听
取了置业公司、河南建业、中
建七局、瑞奇房地产公司等单
位的有关人员工作汇报，对项

目工程建设、防疫防汛以及基层
党建等方面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对于下一步建设和销售工
作，董林指出，一要有高度的政
治站位和时代情怀。要全面把握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优质
房产品的需求，勇于创新，深化
设计，秉承精益求精、铸就完美
作品的态度，打造精品工程、安
心工程，不负使命、不负历史。
二要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准确
认识国家经济发展大势和循环规
律，妥善应对非理性的市场波
动，参建各方要扛起肩上的重

任，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和
恒心。三要精准把握市场、
精细化管理。要精准把握市
场动态，深入分析市场供
需，掌握好项目开发各个环
节的权重平衡，合理制定并
调整项目开发计划，做到强
强联合、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力争实现项目开发效益
最大化。
集团办公室、计划财务
部、规划发展部相关同志参
（冯茂）
加调研。

大河报志愿服务队受到省文明委表彰
近日，河南省文明委主
办的河南省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
动圆满结束，大河报志愿服
务队获评“优秀志愿服务组
织”。
2022 年以来，特别是 5
月，河南省疫情防控形势严
峻复杂。为充分发挥党员
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大河
报社党总支专门成立大河
报志愿服务队，号召党员干
部积极投身志愿者服务，党
总支书记王世伟亲自带领
30 多名党员干部，深入社区
疫情防控一线，为“战疫”贡
献大河力量。
除 内 部 发 动 外 ，大 河
报·豫视频还积极发挥舆论

引导作用，策划发布“红衣战队”志愿
者招募令，面向社会招募志愿者，助力

1000 个社区抗疫，累计开展
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626 小时，
为郑州市打赢疫情防控攻坚
战作出重要贡献。5 月疫情
再次爆发，正值中牟县姚家镇
万亩西瓜成熟上市，大量西瓜
滞销。大河报志愿服务队发
起征集百名“郑好有你”分享
大使和“吃瓜群众”活动，2
天就卖瓜 70 吨，助力瓜农渡
过难关。
疫情结束后，河南省文明
委开展河南省疫情防控志愿
服务先进典型宣传推选活动，
经过严格把关、择优推荐、认
真评选，大河报志愿服务队获
评“优秀志愿服务组织”，是河
南省省级新闻媒体中唯一获
（黄伟伟）
奖单位。

大河速递与河南工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7 月 26 日，大河速递公司与
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在郑州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举办大学生
就业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编辑
李铮，河南工业大学副校长陈桂
香，共同为大学生就业实践基地
揭牌，
大河速递公司董事长、
总经
理韦宇龙与河南工业大学管理学
院院长杨艳萍签约。
秉承“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社会责任的高级管理人才与未
来商界精英”的使命，河南工业
大学管理学院取得了显著的建
设成效，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1
项。作为河南首家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报媒速递公司，大
河速递依托自主开发的线上
平台、完善的供应链系统和高
效的物流配送网络，在智慧农
业、生鲜电商、冷链物流、教育
培训、网络货运等领域，打造
出大河 U 菜网、大河鲜生、大河
冷链、大河好运、大河教育等
一批知名品牌，正加速推进由
汗水型公司向科技型公司、由
传统型企业到生态型企业的
转型跨越。
大河速递与河南工业大

学的战略合作，将在科研平台建
设、科研项目合作、产学研互动、
物流管理人才输出等方面，充分
发挥双方的人才和技术优势，把
创新型人才培养、就业实践基地
和创新创业基地各项规划落到
实处，全面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提升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在打造
高端智库、培育创新人才、推动
成果转化等方面取得突破，实现
“1+1”大于 2 的效果。让教学内
容与行业发展实际相结合，为物
流行业的大发展、快发展不断输
送人才，共同打造高质量物流人
（胡炜东）
才孵化新高地。

大河印刷公司多措并举开展员工技能培训
为扎实推进报社“能力作风
建设年”活动深入开展，全力保
证党报党刊和中小学教材教辅
安全出版，防范化解重大出版质
量和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提高公
司全体员工技能水平，7 月 8 日
上午，大河印刷公司 2022 年印
制质量暨印刷技能培训班开课，
特邀河南出版集团大象出版社
印制部主任郭予涛、印刷质量管
理专家吴智良老师来现场讲课，
公司领导班子及生产一线员工
共计 60 余人参加培训。
近年来，大河印刷公司为进
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行列，高度
重视员工技能人才培养工作。
年初紧锣密鼓，早早行动，积极

联系行业专家，多次召开协调
会，提前谋划设计培训课程，结
合公司实际及员工普遍关注的
热点、难点，有针对性地制订培
训方案及考试内容，同时设立奖
惩措施与个人、班组挂钩，旨在
夯实员工专业技能基础，激发员
工自我提升的能动性，推动一线
员工技术技能的提升，为公司不
断扩大业务市场竞争条件和未
来长远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
保障。
本次培训主要以生产管理
人员和一线生产员工为主，时长
5 天。培训内容涵盖印刷装订
工艺要求及操作规程、新版印刷
业管理条例、绿色印刷及环保材

料基础知识、教材印刷装订质量
标准等四个方面。授课方式结
合案例、生动形象，易于接受。
授课特别注重从工作实际出发，
带着问题来分析、讲解，具有很
强的针对性和操作性。培训结
束后，公司对成绩优秀的 5 名员
工进行了通报表彰并给予物质
奖励。
经过这次培训活动，员工们
进一步熟练掌握了印刷装订工
艺标准及操作规程，熟悉了解了
各自岗位职责和新版印刷业管
理条例，增强了质量意识和服务
意识，提高了工作标准和工作效
率，为实现公司年度各项目标任
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金喜）

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
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上接 01 版）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坚持全面系统学、
及时跟进学、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进一步学懂弄
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全
体党员干部深学细研、融会贯通，把握要义、把握精
髓，全面准确深入领会其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
践意义，领会其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基本要求。
二要全面准确宣传。迎接党的二十大宣传工作
进入新的阶段，河南日报和系列媒体要按照中宣部、
省委宣传部部署要求，坚持平实平稳、精准精确、高质
高效，统筹内宣外宣、统筹网上网下，组织推出一批有
分量的深度报道、评论理论文章、专题专栏，准确解读
讲话提出的重要理念、重要观点、重大判断，及时报道
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和积极评价，充分反映全省各地
区各部门学习贯彻的具体举措和实际行动，做到新闻
宣传浓墨重彩、主题宣传喜庆热烈、社会宣传广泛覆
盖、网络宣传精准有效，大力营造激励全党全国人民
奋进新征程、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浓厚舆论氛围。
三要深入贯彻落实。坚持用总书记重要讲话精
神统一全体党员干部的实际行动，把讲话中提出的各
项重大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到实处、扎下根来，认真抓
好报社、集团公司宣传、改革、发展、稳定等各项工作，
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果，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
报社（集团公司）有关部门和经营单位负责同志
（刘洋）
参加会议。

集团公司
召开上半年经营运行调度会
（上接 01 版）三是要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强化数字化优
势、现代化优势、资产证券化优势、集成化优势，以数
字经济为引擎，加快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
程，以“22468”为目标，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
治理结构；以“七个有利于”为动力，坚定不移推进旗
下优质资产改制上市；以系统集成为重点，构建良好
的生态环境，推动集团公司高质量发展。
围绕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廉政建设，董林强调，
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论述，永
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不断强化政治建设、扛稳政
治责任、深化正风肃纪，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
障发展“第一要务”，引导党员、干部锤炼硬脊梁、铁肩
膀，精心谋事、潜心干事、尽心成事，在“两个现代”建
设中出新出彩。
张光辉回顾总结了上半年经营情况、全面分析了
当前经营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安排部
署了下半年经营工作。他指出，上半年经营工作坚持
“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扎实推进“八个专项
行动”，经营基础稳固、经营状况在预期之内，党报经
营“压舱石”作用更加凸显、数字经济“新引擎”功能全
面开启、优势产业集群“硬实力”持续增强、重点工程
建设“进度条”稳步更新，但还存在预算目标完成进度
较慢等问题和不足。下半年经营工作要坚持“两手
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抓“八个专项行动”的推进，全
面提升管理水平和运营能力；一手抓政府助企纾困政
策的落实，
切实把“政策礼包”转化为“真金白银”。
针对近期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数字经济工作，张光
辉强调，要深入分析研判数字经济发展形势，把握机
遇、发挥优势、破解瓶颈、补齐短板，聚焦关键点、抓住
着力点、找准突破点，扎实抓好“一个行动、一个融入、
一个建设、四大支柱”，即实施“数字经济加速专项行
动”，深度融入数字河南，强化集团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打造智慧政务、媒体数字化、经营产业数字化、数
据产业化四大支柱，全力推进集团数字经济创新发
展，着力培育壮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为高质量发展
增添强大新动能，实现换道领跑。
于前锋充分肯定了上半年全面从严治党和党风
廉政建设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他指出，今年以来，报
社、集团公司各级党组织以党建“第一责任”引领和保
障发展“第一要务”，推动新时代理论武装不断走深走
实、监督保障执行作用更加凸显、
“ 三不腐”效能进一
步提升、纠治“四风”取得新成果、管党治党责任进一
步压实、履职尽责能力进一步提升。下一步，要突出
政治监督、提高一体推进“三不腐”能力和水平、持之
以恒纠“四风”树新风、扛牢“两个责任”、加强队伍建
设，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
河南日报广告部、大河全媒体、大河网络传媒集
团 3 家单位作发言。河南日报社、集团公司有关部门
（张冬）
和经营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