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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东红 张红梅）10月 17
日下午，“喜迎十九大 全国党端联动再出发”暨全国党媒公共
平台首批党端签约入驻仪式在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大厅举
行，河南日报客户端应邀首批入驻。

2016年 6月 1日，在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党
报客户端发展高峰论坛”暨“河南日报客户端上线仪式”上，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就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签署了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之后双方通过多种形式展开深度合作。河南日报
报业集团是第一家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也是第一家应邀入驻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省级媒体。在
2016年省第十次党代会期间，河南日报报业集团中央信息
厨房打通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的连接渠道，使集团旗下鲜
活的全媒体产品直达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供央媒全网分
发。如《河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为什么重要？怎么开？》《未来
河南要干这 33 件大事，件件与你有关》《10 个数字解开河
南五年发展密码》等全媒体产品都在第一时间被人民日报
中央厨房选中，并向全国各大网站、各大媒体重点推送。今
年两会期间，河南日报客户端、大河客户端联合 6省推出互
动H5《您又有 6位亲友来电……》，主打“家”概念，用方言聊
两会、聊家乡，创新推出融媒产品。今年6月 6日，在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1000平方米融媒中心上线仪式上，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素萍通过两级中央厨房与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工作
人员顺利连线。

同时，河南日报联合18家省辖市党报发起“共同计划”，
搭建起“全省党报联盟”平台，每天向各省辖市党报提供稿件
资源。

加入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全国党媒公共平台”后，河南日
报报业集团将进一步深化中央厨房三级联动，河南日报客户
端作为党端平台，将进一步共享平台技术，在新闻线索发现与
追踪、内容个性化推荐、传播效果评估、音视频加工、虚拟混合
现实、人工智能等模块化技术领域，力争有新的飞跃和提升。
通过“全国党媒公共平台”中央媒体和地方党媒海量信息的

“内容池”，抓取稳定、安全的优质内容。③4

喜逢盛会喜逢盛会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孙静 侯梦菲

北京的十月，最美的季节。10月
16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十九大前方
报道团走上首都街头，来到装扮一新
的天安门广场，扑面而来的是盛会前
夕的热烈喜庆气氛。

一路走来，记者看到天安门广
场街道旁国旗迎风飘扬，宣传标语
随处可见，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
景象。

天安门广场上布置了花球、花篮
和景观花带，长安街两侧布置了14组
主题花坛，广场上“喜迎十九大，祝福
祖国”的巨型花篮景观成为游客拍照
的“最美背景墙”。

几位来自新疆的女游客，在广场
上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舞，为党的十九
大送上祝福；来自山东 85岁的张老
先生，专程让家人陪着来到北京，在

天安门广场边走边看，并用相机定格
下一个个难忘的瞬间。

一位爱美的小姑娘戴上了漂亮
的头饰，走起了模特步，在天安门广
场前让家人为自己留下一张张珍贵
的照片。

“厉害了，我的国！”一位河南小
伙儿面对镜头热情喊道，“站在这里，
感受到祖国的强盛，心中充满自豪
感！祝福我们的党，祝福祖国，相信
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出席党的十九大的河南代表团
基层党代表王羊娃当天也早早来到
了天安门广场，距他上一次来这里已
经过去了10年。

“广场上外国游客非常多，能够
感受到他们对中国的向往。”王羊娃
说，“作为一名基层党员能来参加这
次盛会，我觉得非常光荣和自豪，我
一定不负重托，尽职尽责。”③4 祝福祖国，喜迎盛会。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几位游客在天安门广场开心地跳起了舞蹈。⑨6 本报记者 杜小伟 董亮 摄

喜迎十九大 党媒三级联动

河南日报客户端首批入驻
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公共平台

□本报记者 徐建勋 田宜龙 李宗宽
董学彦 樊霞

党的十九大如期而至。近段时间
以来，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翘首以盼,
喜迎盛会。从田间地头到街道社区，从
工矿企业到机关单位，大家话发展、谈
变化、晒幸福，对未来的幸福生活满怀
憧憬，纷纷表示要把对盛会的期盼和希
冀化作动力，以实际行动为党的十九大
献礼。

这几天，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党工委组织部举办了“不忘初心 砥
砺前行 喜迎十九大”演讲比赛。航空
港实验区党工委书记张延明说：“我们
将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支持
建设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的
重要指示精神，打造大枢纽，推进大开
放，加速实现国家赋予的国际航空物流
中心战略定位。”

10 月 17 日，郑州一在建项目工地
上，近百名身着黄色制服的建筑工人
在地上摆出了党徽图案，表达迎接党的
十九大胜利召开的喜悦之情。工人张
小伟说：“作为一名党员，要时刻以高标
准要求自己，尽职尽责，埋头苦干，用扎
实的工作为党徽增光添彩。”

在位于郑州市文化路的松社书店，
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喜迎十九大 朗诵
诗歌给党听”颁奖朗诵会会场。松社书
店创始人刘磊说：“我们一定把颁奖朗
诵会办好，用河南好声音为党的十九大

献礼。”
党的十九大召开前，移动互联网平

台 UU 跑腿成立了党支部。项目负责
人乔松涛说，这为企业下一步健康发
展、进一步做大做强提供了强有力的政
治保障。企业将在“红色引擎”的带动
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切实贡
献。

连日来，洛阳师范学院举办了“喜
迎十九大 放歌中国梦”主题红歌合唱
比赛等活动，全院教职工以昂扬向上的
精神面貌喜迎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学院党委书记王洪彬说：“高质量的高
等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实现现代
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动力。
我们一定牢记教书育人的使命，用实际
行动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这是一次肩负重大使命的历史
性盛会，也是我们科技园及 200 余家
入园企业的共同期盼。”洛阳国家大学
科技园总经理孙少波说，作为科技创
新平台，科技园将以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为契机，不断创新服务举措，优化
产业结构，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为推动

“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迈进贡献自
己的力量。

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是全国闻名
的钢制家具产销基地，党的十九大召开
前夕，该镇获得了 2013至 2016年度全
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集体荣誉称
号，这是我省唯一获得该荣誉的乡镇级

单位。庞村镇党委书记熊红万说：“我
们将持续创新社会治理的理念思路、体
制机制、方法手段，进一步提升群众的
幸福感、获得感，为党旗增辉添彩。”

“十八大以来的这 5 年，是鄢陵县
发展变化最大、人民群众获得实惠最多
的一个时期。”鄢陵县教育体育和科学
技术局干部袁卫鹏说，“这几年，鄢陵不
断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投入，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显著增强，民生不断改善，群众满意度
持续走高。期待党的十九大能够在提
高乡村教育和医疗水平等方面出台更
多的好政策，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幸福
感和获得感。”

近年来，禹州市的美丽乡村正升级
为美丽经济，不仅能看，还能吃、能住、
能玩，小山村成为村民的幸福家园、游
客的度假乐园。褚河镇吴湾村支书贾
永会说：“我们相信随着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会越来越深入人心，也会让我们山区
群众得到更多好处。”

10 月 17 日，襄城县颍阳镇大路吴
村烟叶种植大户吴忠钦拉着金灿灿的
烟叶到烟站售卖，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近年来，他通过土地流转政策承包

了 200余亩土地，大力发展优质烟叶等
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带领全村20余户
群众致富。他说：“这是一个好时代，政
策好、形势好、生活好，相信党的十九大
一定会出台更多的惠民政策，让我们今
后的生活更加幸福。”

作为从事经济及区域发展研究的
专业人员，河南大学中原发展研究院院
长耿明斋分享了他的期待：党的十九大
能够在深化改革方面，出台更具有针
对性的举措，比如进一步深化国有企
业改革，让民营经济拥有更为宽松和
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政府在整个社会
经 济 活 动 中 定 位 更 准 确、服 务 更 到
位。“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我也有
不少期待：期待中西部依托‘一带一
路’建设的推进，开放更深入；期待国
家中心城市及城市群、都市区建设能
够加大向中西部地区倾斜的力度，为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中原更加出
彩增动力添活力；期待教育公平尤其
是高等教育公平推进的力度更大，进
一步提升河南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
期待人才政策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促
进更多高水平创新型人才向中西部地
区集聚，提升中西部地区的创新发展
能力。”他说。③4

十九大时光

中原更出彩 迈向新征程
——中原儿女满怀期盼迎盛会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本报讯（记者 杨凌）10月 17日，记者从郑州宇通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共有20辆宇通T7担当党的十九大会议
交通运输指定用车，主要负责接送各地代表团代表在会议场
地及驻点间往返出行。

据悉，宇通T7由宇通公司历时十余年研发、耗资4亿多元
打造而成。该车不仅通过了高寒、高温、高原“三高试验”，还
经过了6万公里的可靠性验证，展现了我国自主品牌客车的技
术实力。

“我们期望，代表着中国制造优良品质的T7，以出色的表
现为党的十九大献礼。”宇通公司工程师李峰介绍说，宇通T7
自面市以来，曾先后参与了全国两会、G20杭州峰会、东盟博
览会等重大场合的服务用车任务。去年和今年，还参与了河
南省第十次党代会和山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的会议交通保障
任务，赢得会议代表的一致好评。③4

20辆宇通T7服务十九大

本报讯（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徐方方）今天，党的十九大
在北京召开。连日来，河南商报小记者通过多种多样的活动
喜迎十九大。其中，“献礼十九大——商报小记者办手抄报”
引发强烈反响。几百名小记者用稚嫩的画笔，勾画出繁荣昌
盛、蒸蒸日上的祖国。

“手抄报很有意思，我可以通过画笔把自己的想法变成
‘现实’。”河南商报小记者韩欣悦高高举起自己的手抄报，满
脸喜悦。

郑州市金水区艺术小学五四班的黄钰涵，用中国传统的
金龙形象为十九大献礼。“我们的祖国自古流传着许多美丽动
人的传说，希望祖国像金龙一样腾飞。”

郑州市康平路二小四三班的张鑫宇，画出了他眼中的中
国：有共享单车、高铁等高科技带来的出行便利，更有“一带
一路”倡议给国家带来的发展。

郑州市七里河小学四二班的刘颖一在手抄报上画出了
天安门、党旗、信鸽等图案。孩子们眼中的中国是科技快速
发展、经济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国家。③4

河南商报小记者
手抄报献礼十九大

郑州市文化路二小一位同学的美好祝愿，都写在了这张
手抄报《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上。⑨6 徐方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