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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增强“四力”

肩负起新时代使命任务

习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指出：“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
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 ”

“要坚决履行使命任务，全力推动

我市宣传思想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
上， 淮北广播电视台台长盛磊传达了
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 以党的
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强化“两个维护”，自
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
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
夫，在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
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推动宣传思想
工作不断强起来，为建设中国碳谷·绿
金淮北提供有力思想舆论保证和良好
精神文化条件。

市新闻工作者协会是记者之家。
党的十九大召开一年来， 市新闻工作
者协会组织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认真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不
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自
觉性坚定性，聚焦中国碳谷·绿金淮北
建设的生动实践， 着眼于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坚持讲好淮北故事、传播
好淮北声音，营造了加快转型、加快发
展的浓厚氛围， 也树立了新时代新闻
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新时代、新作为，希望全市广大新
闻工作者应当不断增强脚力、 眼力、脑
力、笔力‘四力’，将新闻宣传的触角延
伸到招商引资、精准扶贫、生态文明、民
生工程等改革发展的前沿，广泛宣传各
行各业在建设淮北中的新成果、新业绩
，为加快发展鼓劲加油，为推动跨越汇
聚能量。 ”市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张士
锋在座谈会上提出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
工作会议上指出， 宣传思想干部要不
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
野，增强本领能力，加强调查研究，不
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努力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 求实创
新、能打胜仗的宣传思想工作队伍。 ”
座谈会上，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合军

结合对如何准确把握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精神作出了阐述。 “所谓 ‘四
力’，就是要走得实、看得远、悟得透、
讲得好。迈开双脚丈量大地，睁大锐眼
洞察天下，说老百姓听得懂的话，写出
‘泥土味’的文章，让宣传思想工作更
加接地气、聚人气。 ”

讲述淮北好故事

激发出转型崛起正能量

记者节，以职业为节。在构建中国
碳谷·绿金淮北的伟大实践中，新闻工
作者们满怀热忱、用心记录，共同参与
了这座城市的改革发展， 见证了这座
城市的日新月异。

在座谈会上，新闻工作者陈万垒、
宗兆宣、万善朝、杨栗根、刘海燕、林敏
等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2012年 6月从淮北市消防支队
进入淮北日报社， 转眼已有 6年的时
间。 这期间，我付出了汗水，获得了成
长与进步， 在这里有太多的感悟与大
家一起分享。 ”淮北日报社摄影记者万
善朝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把职业当作事业干。在消防部队
时我是一名专职通讯报道员， 那时，
我就立志做一名记者。”如今，万善朝
每当看到自己的一幅幅新闻摄影作
品在报刊和网络上发表时，总有一种
莫名的成就感。正是这种莫名的成就
感，如同一股强大的精神动力引领和
推动他不断前行。

“10 年前从大学走出的那一刻，
我便坚定如现在。我深知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虽平凡亦伟大。 ”淮北矿工报
记者杨栗根同样表示，选择了这份工
作，要认真努力做好每一件事，对得
起当初的青春无悔，更对得起当下的
这份执着。

记者职业， 充满光荣与责任。
一幅幅生动精彩的新闻背后，浸透

着记者的艰辛和汗水。 一篇篇看似
寻常的新闻报道背后，往往渗透着
记者的敬业、奉献、良知和深情，但
这些不代表时代的车轮会停滞不
前。

“10 月底，一个重磅消息传来：
根据北京市媒体改革和融合发展的
战略部署，大名鼎鼎的新京报宣布其
全新的客户端正式登陆各大手机应
用市场，报社全员转战新媒体，转型
的决心之坚、力度之大可见一斑。”淮
北日报社数字媒体中心副主任陈万
垒在交流发言时感慨道，我们身边的
这个世界， 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
“淮北日报社的数字媒体发展， 这几
年一直处在负重爬坡的途中，上下求
索，很忙很累。幸甚，在报社党委的支
持下，我们在淮北的新媒体圈内顺利
完成了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角
色转变，拥有了较好的受众群体和舆
论话语权。 ”

互联网科技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方式和生产方式，信息迭代加速，从
微博到微信，从直播到抖音……“一
夜之间也许会有其他新的技术出
现， 传统媒体光靠理想和情怀已经
远远不够， 一定要掌握新技术新方
法，占领新的平台和高点，才能不被
时代淘汰，发挥自身的优势，融合多
媒体之长， 跟进时代才是发展的方
向。 ”市作协主席、高级编辑林敏说
道。 媒体融合要深度发展，就要勇于
和善于在新媒体领域找到位置，通
过融合发展，坚持内容为王，让正能
量在网上占领更多市场、 赢得更多
掌声，并逐渐占据主导、占领互联网
舆论阵地。

从当下到未来， 我们砥砺前行。
站立于新时代，我们拥有更多样的媒
体形式， 也创造着更生动的表达方
式，但唯有不忘初心，才能更好前行，
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伟大篇章。

——我市召开座谈会庆祝第十九个记者节

对记者和新闻媒体
来说，记者节是一个特别
的日子。平日里，人们关
注新闻，这一天新闻关注

记者。设立记者节，体现
了党中央对新闻工作者
的关怀，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新闻事业的高度重视，
体现了社会各界对新闻

职业的尊重。
在记者节到来之际，

我市庆祝第十九个记者
节座谈会在淮北矿业会
议中心举行。来自全市广
大新闻战线的40多名一

线记者编辑和各级宣传
骨干代表共聚一堂，共庆
属于他们的节日，共谋淮
北新闻事业的美好未来。
会上，宣读了《关于表彰

2017年度淮北新闻奖的
决定》《关于表彰2017
年度淮北外宣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全市新闻战线的同志们：

值第19个中国记者节之际，淮北市新闻工作者

协会向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

的问候！

春华秋实何寻常，如椽巨笔著华章!党的十九大

召开一年来，全市广大新闻工作者认真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不断增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的自觉性坚

定性，聚焦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设的生动实践，着眼

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讲好淮北故事、传播

好淮北声音，营造了加快转型、加快发展的浓厚氛围，

也树立了新时代新闻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

完成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自觉承担起举

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下功夫，在

关键处、要害处下功夫，在工作质量和水平上下功夫，

推动宣传思想工作不断强起来，促进全体人民在理想

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为服务

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作出更大贡献。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总揽全局、视野高远、内涵丰

富、思想精深，是指导新形势下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的

纲领性文献，是推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改革创新

发展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把思想

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新

时代新闻宣传工作上来，围绕中国碳谷·绿金淮北建

设的大局，勇于实践，不断创新，为加快转型崛起、决

胜全面小康作出新闻人应有的贡献!

为此，淮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全市新闻工作者

发出如下倡议：

一、聚焦伟大征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会“九个坚

持”和“五大使命任务”等重要论述、关于新形势下宣

传思想重点工作的科学部署以及关于加强党对宣传

思想工作全面领导的政治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努

力扛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

担当，全面提升我市新闻宣传思想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二、聚焦媒体融合发展，加速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要主动顺应社会信息化趋势，遵循新闻规律、传播规

律和新媒体发展规律，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

互补、一体发展，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

体系。要依托传统媒体的实力、优势和资源，专注于内

容的精耕细作，为媒体融合发展行稳致远打下坚实的

基础。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应用互联网技术，让传统媒

体和新媒体等各类传播渠道，秒拍、抖音、H5、微视频

等各种传播形式、传播手段高效衔接、良性互动，在宣

传新思想、展现新作为的过程中全面开花。

三、聚焦转型崛起的生动实践，唱响淮北好声音。

当前，我市正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加快实施中国碳谷·绿金淮北战略，推

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打造政治

生态、经济生态、自然生态“三位一体”的绿金样板城

市。这些，都为新闻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希望广

大新闻工作者继承和发扬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

着眼大局，把握导向，精心组织策划重大主题宣传活

动，深入宣传我市转型崛起的新举措、富民强市的新

成就和干部群众奋发向上的新风貌，进一步提振信

心、鼓舞人心，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四、聚焦共建共享增进民生福祉，讲述淮北好故

事。多年来，我市坚持不懈地推进转型发展和争创全

国文明城市，成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文明创

建之路、生态宜居之路，为新闻工作提供了崭新视角

和丰富素材。我们要继续发扬“走转改”精神，俯下

身、沉下心，察实情、动真情，用心灵倾听百姓心声、用

笔尖记录社会现象、用镜头捕捉时代变迁，为市民奉

献更多粘着泥土、带着露珠、冒着热气和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

五、聚焦使命担当，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

者。当前，淮北正处在急速的变革之中，城市由“依山

建城”转向“拥湖发展”，交通由“封闭落后”跨入

“高铁时代”，随着东部新城区、中湖治理、淮水北调

等重大项目和新型智慧城市、绿金科创大走廊的快速

推进，淮北将会变得更加文明和谐，更加生态宜居，更

加充满活力，更加富有魅力!讲好新时代淮北故事，凝

聚更多淮北力量，更需要记者风雨兼程，砥砺前行!面

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根植淮北大地，心系人民群

众，继续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

姿态，传播新思想，记录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永远做

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

淮北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2018年11月8日

———致全市新闻工作者的倡议书

老新闻工作者代表、我市新闻工作终

身成就奖获得者林敏发言

淮北广播电视台总编室主任宗兆宣发言 淮北日报社数字媒体中心副主任陈

万垒发言

淮北矿工报社记者杨栗根发言 皖北煤电集团政工部宣传科科长刘海燕发言

座谈会会场

■本版摄影 记者 万善朝

记者，记着。

11月8日，全市新

闻工作者迎来了属于自

己的节日———第十九

个记者节。

■记者 邹晨光

履行使命任务 助力转型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