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欣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

年暨《贵阳日报》创刊 20 周年，贵

阳广播电视台谨致以最诚挚热烈

的祝贺！

1980年以来的 40载春秋，《贵

阳晚报》《贵阳日报》牢牢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坚持党性原

则和政治家办报方针， 紧紧围绕党

委政府中心工作，宣传党的主张，呼

应百姓需求，通达社情民意，为推动

贵阳经济社会发展、 持续改善民生

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贵州省新闻事

业与时俱进、深化改革方面，同样做

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和实践！

40年来， 几代报人胼手胝足、

薪火相继、精品迭出，打造了“贵州

领先、西南一流” 的办报和经营业

绩，也给贵阳广播电视台提供了很

好的学习借鉴。 值此“双庆华诞”

之际，衷心祝愿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锐意进取自我突破， 坚持守正创

新，做强舆论阵地，为宣传好贵阳

市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开放、高质

量发展再立新功！

贵阳广播电视台

贵阳广播电视台贺信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贺信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欣悉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并向贵报全

体同仁致以诚挚的问候！

40 年来，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始终坚持正确

的政治方向和正确的舆论导向， 始终与党和人

民同呼吸、共命运，坚守党报职责使命，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记录了贵阳人民从改革开放到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探索和实践，为

贵阳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为党

的新闻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站在新起点， 希望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全体新

闻工作者深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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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入学习领

会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

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化改革创新，加快融合

发展，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提高新

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贵阳

改革开放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鼓劲加油，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值此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之际， 中国报业协会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

贺！ 向全体报社同仁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

在改革开放 40年中，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始终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新闻舆论导向， 坚持和发挥党和

人民喉舌作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讴歌人民，服务

人民，为贵阳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经过 40年的砥砺奋斗，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已经发展成为贵州省内最具影响力之一的新型

主流媒体， 在新时代正以全媒体视角发出更加

权威的声音，提升了新闻媒体舆论的传播力、引

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希望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以此为起点，更加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贵阳市委市

政府决策部署，抢抓机遇，深化改革，肩负起宣传

思想工作“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

形象” 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建设成为具有强大传

播力竞争力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

中国报业协会

中国报业协会贺信

中国报业城市党报分会贺信

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贺信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喜闻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集团全

体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

40 年来，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始终坚持党

性原则和正确舆论导向，与人民同呼吸、与时

代共进步， 深入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

策，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精心组织重大主

题宣传，忠实记录 4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贵阳的生动实践和巨大成就，大力宣传我

省上下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同步小康的火热实

践， 为全省改革发展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作

出了重要贡献。

希望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以创刊 40 周年为

新的起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引，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论述， 进一步弘扬光

荣传统，勇立时代潮头，忠实履职尽责，坚持守

正创新，坚持融合发展，讲好贵州故事，讲好贵

阳故事，不断提升推动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决战脱贫攻坚、决胜

同步小康、 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

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贵州省新闻工作者协会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贺信

贵阳晚报：

2020 年 5 月 26 日，《贵阳晚报》 将迎来

创刊 40 周年，在此谨致以热烈的祝贺和真挚

的祝福!祝贺《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

� � � � 40年来，《贵阳晚报》如报春的燕子飞

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贵州省内发行量最大

和最具影响力的市场类报纸， 成为城市晚

报二十强， 成为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的常

务理事单位。 作为全国晚报大家庭的重要

一员，贵报对中国晚协的工作热情支持，积

极参与协会组织的活动， 曾承办中国晚协

学术委员会会议和举办 “爽爽贵阳行” 等

大型采访活动，为全国晚报大家庭的团结、

繁荣做出了积极贡献， 对此向你们表示衷

心的感谢 !

� � � � 40 年来，《贵阳晚报》薪火相传，初心如

磐，与时俱进，紧紧围绕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

宜传党的主张：呼应百姓需求，通达社情民意。

近年来，加快改革创新媒体融合步伐，形成了

强大的全媒体传播矩阵，在媒体融合发展的时

代大潮中，探索出媒体转型发展的新经验。

愿你们以创刊 40 周年为新起点， 在中共

贵阳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坚持正确的

舆论导向，发扬“走转改” 精神，不断增强“四

力” ，切实增强做好新闻舆论工作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为促进贵阳市的社会和谐稳定与经济

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衷心祝愿《贵阳晚报》在今后的岁月里，百

尺竿头，更进一步，越办越好！

中国晚报工作者协会

贵州省报业协会贺信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欣闻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贵州省报业协会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

贺，并向集团全体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

40年来，贵报秉承“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宣

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面向读者，贴近读者，

为读者提供一份高品位精神食粮” 的办报宗

旨，面向市场，以都市特色见长，其形式与内容

深受各个层次读者的喜爱， 为推动贵阳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成为贵阳地区乃至贵

州省内最具影响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之一。

40 年的风雨洗礼、砥砺奋斗，希望贵阳日

报传媒集团以此作为全新的起点， 在中共贵阳

市委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精神，继续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

极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 与时俱

进，不断超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深化改革、

媒体融合、 转型发展等方面不断取得令人瞩目

的成绩，为塑造贵阳美好形象、展示贵阳美好前

景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贵州省报业协会

值此《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

年、《贵阳日报》 创刊 20 周年之

际，谨致以诚挚的祝贺。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所属《贵阳

晚报》《贵阳日报》， 自创刊以来，

始终牢记办报宗旨，忠诚践行党媒

职责，真实记录时代进程，认真书

写人民心声， 是省内极具传播力、

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两份报

纸，深受广大读者肯定和喜爱。

近年来，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坚

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

取向，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全面反映贵阳高标准要求、高水平

开放、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充

分展示贵阳勇当全省发展 “火车

头”“发动机” 的省会形象，以优

秀的新闻作品鼓舞着 400 多万贵

阳儿女奋斗逐梦。

四十精壮，二十青春。愿《贵阳

晚报》《贵阳日报》继续保持朝气、

勇立潮头、改革创新、融合发展，在

新时代创造新辉煌、成就新梦想。

贵州日报报刊社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

贵州日报报刊社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

贺信

喜闻《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

年暨《贵阳日报》创刊 20 周年，贵

州广播电视台在此谨致以热烈的

祝贺！

《贵阳日报》《贵阳晚报》自创

刊以来， 坚持政治家办报和党性原

则，深入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呼应百

姓关切，倾力传达社情民意，一直以

来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是省内极具

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的

两份报纸。近年来，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 秉持正确舆

论导向、展现积极价值取向，守正创

新，融合发展，建成了“五报三刊三

网三端、两中心两平台” 的全媒体

传播矩阵， 在媒体融合改革中取得

了骄人成绩，可喜可贺。

笔墨写盛世，华章著未来。 值

此《贵阳日报》创刊 20 周年、《贵

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之际，祝愿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以更加辉煌的

成绩，在全媒体时代新征程中谱写

新篇章、开创新未来。

贵州广播电视台

贵州广播电视台贺信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值此《贵阳晚报》 创刊 40周年、《贵阳日

报》创刊 20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

40 年来，《贵阳晚报》《贵阳日报》始终坚

持党性原则和政治家办报方针，紧紧把握正确

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宣传党的主张；时时呼

应百姓需求，通达社情民意，热情讴歌人民伟

大实践，为推动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

舆论支持。

长期以来， 新华社与贵阳日报传媒集团始

终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 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

作为新华社新闻产品总出口， 服务用户的总端

口，愿继续加强与贵阳日报传媒集团的合作，牢

记使命任务， 坚持守正创新， 巩固壮大主流舆

论， 讲好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的好故

事，谱写好中国梦的贵州篇章，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更大贡献。

新华通讯社新闻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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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阳日报传媒集团《贵阳晚报》创刊 40

周年之际，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祝贺，并向集团

全体干部职工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愿！

创刊于 1980 年的 《贵阳晚报》 以及于

2000 年挂牌成立的《贵阳日报》，先后作为中

共贵阳市委机关报。 40 年来，贵阳日报传媒集

团砥砺奋斗，坚持做党的政策传播者、时代风

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

守望者；坚持深耕本土，用百姓视角做百姓新

闻，服务市民、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成为

贵阳地区最具影响力之一的主流媒体。

这些成绩， 是你们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贵阳市委市政府决策部

署，抢抓机遇，深化改革，砥砺前行，加快发展

而取得的。

希望以创刊 40周年为契机，贵阳日报传媒

集团继续守正创新，深化改革，将媒体融合坚

定地向纵深推进， 奋力开创转型发展新局面，

为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巩固壮大主流舆论阵地

作出新贡献，成为探索城市报业转型发展的成

功范本！

贵阳日报传媒集团：

中国报业城市党报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