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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新闻

全面推进
“两个现代”建设
以优异成绩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上接 05 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
统一，确保党的领导只能加强、不能削
弱。
同志们，集团的基业，是在历届党
委班子带领下，干部职工一茬一茬奋
斗、一代一代进取取得的。集团的发
展，与一般的市场化企业不同，是“一
棵大树”上的硕果满枝，不是资本运
作、资产拼接出来的。我们的事业、项
目、人员、感情，都是一体的、不可分割
的。要深刻认识到，一体化运行是集
团深化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则，以往是
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唯有如此，我们
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
股绳，把改革深化下去，让事业产业更
加繁荣。
（五）落实巡视整改任务，把严的
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把党对宣传思
想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
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
体，是坚持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省
委第四巡视组正在对集团党委开展为
期两个月左右的巡视，是对集团党委
的 全 面“ 政 治 体 检 ”和 深 刻“ 把 脉 问
诊”。我们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坚决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关于
加强巡视工作的重要精神上来，增强
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责
任感，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巡视组交
办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好巡视的“后
半篇文章”，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全面
整改。
一是压实主体责任，发挥“头雁效
应”。党委班子成员要把加强政治建
设放在首位，履行好全面从严治党主
体责任，认真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要
求，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要扎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带头在集团开展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把理论学习
成果体现在新闻宣传的实际行动上，

体现在推动集团“两个现代”的具体实
践上，体现在集团党员干部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的自觉行动上。
二是严守政治规矩，涵养政治生
态。驰而不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始终保持反对“四风”的定
力和韧劲，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拒腐防
变思想防线，让严的主基调在集团更
加高昂。严肃查处“包装式”落实、
“洒
水式”落实、
“一刀切式”落实等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问题。用好监督执纪“四
种形态”，抓早抓小抓苗头，让咬耳扯
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要把以案促
改、一体推进“三不”工作纳入集团的
整体工作部署。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巡
察工作，今年要完成对多家二级单位
的巡察，逐步实现对二级经营单位和
系列媒体巡察全覆盖，让政治上的“绿
水青山”成为集团发展的“金山银山”。
三是大抓基层基础，擦亮党建品
牌。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
导向，以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和
国家机关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中国共
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
行）》为重点，以营造“三个氛围”创建
模范机关为主线，用好河南新闻博物
馆的红色资源，做好“豫报红色讲堂”
“五比一争”
“ 逐支部观摩、整单位提
升”等活动，持续发力打造具有集团特
色的党建品牌，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
进步全面过硬。
（六）培养人才队伍，以政治建设
为统领选好干部、用好人才，为“两个
现代”
提供有力支撑
集团的基业长青、事业长虹，关键
在于培养一支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
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高
素质人才队伍。在选人用人上，要以

政治能力为根本，突出“忠诚干净担
当”。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提升政
治能力放在所有能力的首位，坚持德
才兼备、以德为先，既严管，又厚爱，不
断加强思想淬炼和政治历练，始终做
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
中有戒，坚决不做政治上的庸人。在
人才培养上，要以创新能力为引领，突
出善作善成。创新融媒训练营、百名
经营人才培训，积极向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的“蓝海”进发。同时，在传
统的“红海”领域，也要统筹推进培训
工作，增强干部职工对新事物、新现象
的观察力和感知力，加强专业能力建
设，让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能够创新
成为我们的气质。在队伍建设上，要
以锤炼作风为抓手，突出务实重干。
深入开展“走基层 练本领 促发展”青
年干部调研实践活动，树牢密切联系
群众和求真务实的作风，引导青年干
部不仅“身入”基层，更要“心入”基层，
把更多敢担当、善作为的青年优秀人
才，充实到关键岗位、吃劲岗位，让他
们在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第一线受历
练、学经验、长才干。在用人留人上，
要以人力资源改革为抓手，突出有效
激励。进一步强化市场化思维，推进
人力资源改革，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
理，健全人才良性流动机制，实行定向
评估和跟踪培养。坚持培养与引进并
重，重点补齐技术开发、产品运营、企
业经营等专业人才短板，不断优化人
才队伍结构，让担当者、奋斗者有掌
声、受重视、得实惠。
（七）弘扬报业精神，让“忠诚、奋
斗、创新、争先”的集团价值观扎根心
田、融入血脉
报业集团的历史，就是一部精神
锻造史。72 年前，一手拿枪杆、一手
拿笔杆的第一代河南日报人，在战火

硝烟中捧出散发着墨香的创刊号；26
年前，41 名“勇士”孤注一掷，放下铁
饭碗、捧起泥饭碗，在激情岁月中叫响
大河报品牌；3 年前，大河财立方等新
媒体在风雨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每
当集团事业最紧迫、最危急的时候，总
能涌现出一批敢于冲锋、敢于胜利的
报业人，把忠诚融入血液，把奋斗当作
信条，把创新作为追求，把争先当成传
统，凭借闯的勇气、干的劲头、拼的精
神，一路闯关夺隘，扛起集团的未来。
船到中游浪更急，行到半山路更
陡。当前，集团改革发展到了攻坚期、
转轨期，进入了深水区，有些同志出现
了心理上煎熬、方向上彷徨、目标上迷
茫的现象，这些可以理解。新的“大
考”当前，我们必须深化理想信念教
育，厚植“雄健的精神”，传承报业文
化，强化奋斗意识，形成上下同心、上
下呼应、上下一体的良好发展局面，塑
造积极向上、崇德向善的报业文明风
尚，让报业集团的累累硕果，在一代代
报业人身上传承、弘扬、光大。
同志们！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南的
新征程已经开启，集团“两个现代”建
设正在全面展开，我们的事业大有可
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漫天皆白，雪里
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
大关。”征途漫漫，唯有奋斗。让我们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决
策部署，大力发扬“孺子牛”
“ 拓荒牛”
“老黄牛”精神，始终保持追梦的姿态、
赶考的心态、自信的状态和改革的常
态，在新征程中奋力推进“两个现代”
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河
南、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
篇章作出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献礼
党的百年华诞！

顶/端/运/营/时

团支书
给红领巾讲党史活动启动

4 月 15 日，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团带队学
党史 你问我讲共传承”团支书给红领巾讲党
史活动开讲式及首堂党史课于河南省实验小
学举行。
活动由集团机关党委（工会）主办，集团团
委、顶端新闻承办。活动期间，集团 20 名团支
部（总支）书记、委员及青年干部，将走进郑州、
信阳、开封、洛阳等 20 所具有革命传承意义的

顶端新闻办公区升级改造
废旧玻璃
“变身”花木阳光房
小 学 校 园 ，为 红 领
巾们带去一堂内容
丰 富 、形 式 生 动 的
党史课。
当日举行的首
堂党史课由河南日
报编辑部团支部书
记刘婵主讲，以“一
位记者与百年党史”
为主题，以当代著名
记者穆青同志故事
为背景，展开讲述感
人的党史课程。40
分钟党史课程让在
场少先队员们听得
意 犹 未 尽 ，学 有 所
获，课堂上同学们纷
纷参与其中，抢答党
史知识题目。讲到
动人片段，同学们无
不报以热烈掌声，以
怀先辈。
（张渝/图文）

近日，报业集团顶端新闻办公场所改造如火
如荼。破旧立新中，那些拆下的建材物料并没有
被抛弃，转身一变，成为一间宽敞明亮的“花木阳
光房”，
为报业大厦再添春意。
“花木阳光房”位于报业大厦后院，面积近 90
平方米，三面通透。阳光透过落地玻璃照进房
间，一批绿植摇曳生姿。而这些玻璃正是顶端办
公场所改造装修拆下的旧物。据大厦物业公司
相关人员介绍，此次装修改造过程中，集团对尚

有使用价值的家具、建
材等，全部收入仓库，
实行循环再利用。
“原
吊顶利用率 20%、原灯
具利用率 50%、原玻璃
利用率达 100%。我们
把节能环保理念贯彻
这次装修改造始终，争
取最大程度地节省、利
用资源。”报业大厦物
业副总经理丛海波说。
顶端新闻办公场
所改造工程预计 6 月中
上旬完工。办公环境
的全面升级，将为顶端
新 闻 营 造 更 高 效 、便
捷、智能的互联网运营
环境。
“但我们留下这
些旧的物料，也表达着
我们不忘初心的信
念。”顶端新闻记者吴
国强说。
（李亚兰/文 李康/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