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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慧

这几天，虽然忙着接触战略投资者，可王
灵光还是始终关注着党的十九大的消息。他
是甲加由农业综合化服务项目创始人，2013
年荣获“中国五四青年奖章”，还在座谈会上向
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了创业经历及感受。

“我将坚决听党话、跟党走，把十九大精神

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王灵光说，十九大报告中
“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
系”“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
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等内容，让他感触最
深。

甲加由是一家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在种
植和销售之间搭建服务平台，让种植户种上市
场需要的农产品，让下游厂商有安全稳定的原

粮来源，解决结构不对称、信息不对等的难
题。目前，该公司服务农田面积突破 200万
亩，已在省内建了 800多个农业综合化服务
站，服务5万多农户。

“我们要通过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
搭建农户和市场间的桥梁，打造原粮品牌，让
农民种地变得更简单更体面。”王灵光充满信
心地说。③4

让种地变得更简单更体面

本报讯（记者 董娉 郭戈 赵力文 宋敏 栾姗
赵振杰 王冠星 樊霞 谭勇 高长岭 张海涛 李
运海 刘红涛 陈慧 李若凡）党的十九届一中全
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省直机关
各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认真收看了新一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的电视直播。各单位
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撸
起袖子加油干，为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各项目标努
力奋斗。

省委农办干部职工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要坚定不移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统筹推进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的各项改
革，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推进新农村建设，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省发改委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准确领会把握报告中提出
的一系列新论断、新特点、新目标和新要求，做到
学深学透、融会贯通、入脑入心。要按照十九大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要求，对今后一个时期全
省发展改革工作进行审视完善、科学谋划，以实
际行动、实际成效推动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努
力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应有
贡献。

省财政厅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认真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
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道路上
攻坚克难、奋勇前进。财政系统上下将凝心聚
力，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积极支持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加大力度支持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财政部门应有贡献。

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干部职工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十九大对民生工
作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就业惠民、社保安
民、技能强民、增收富民、服务便民，真正让人民群
众受益得实惠，全力做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工作，
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贡献。

省国土资源厅广大干部职工表示，要在新一
届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履职尽责、勤勉努力，做人
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提升国土资源管理
水平，为决胜全面小康、让中原更加出彩贡献力
量。省地震局广大干部群众纷纷表示，认真学习
贯彻十九大精神，努力工作，做好减灾防震工作，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贡献力量。

省环保厅及全省环保系统干部职工纷纷表
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党中央和
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坚决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牢固树立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观，持续推进环境治理攻坚，为建设天
蓝地绿水净的美丽河南而不懈奋斗。

省水利厅、省南水北调办干部职工欢欣鼓
舞，纷纷表示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
精神上来，结合工作实际，继续开拓奋进。扎扎
实实做好各项水利工作，提升经济社会发展的水
资源支撑能力。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平稳运
行，让一渠清水永续北送。努力提升水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省农业厅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认真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立足本职工作，锐意进取，埋头苦
干，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现代农业强省而
努力奋斗。

省林业厅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坚决拥
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领会和全面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
林业系统应有的贡献。

省商务厅机关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继续在全省实施开放带动
主战略，加快推进河南自贸试验区和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积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发展更
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深化外资审批制度改革，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招
商引资引智工作再上新台阶，为河南对外开放和商务事业发展不懈努力。

省审计厅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
十九大报告精神实质。要更加自觉地把十九大精神融入到审计工作的实践中，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审计队伍，确保我省审计工作取得新成效。

省政府国资委党员干部一致表示，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十九大要求和部署上来，不断巩
固改革成果，加快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企业重组整合、化解过剩产能，以更大的决心、更
有力的举措、更扎实的工作，坚决打好全省深化国企改革攻坚战。河南民航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干部职工一致表示，要在“空中丝绸之路”建设工程中，让每一个项目扎扎实实落地，深耕细作，
奋力拼搏，再创佳绩。

河南地税系统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在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十九大精神落实到工作实践中，进一步提升税收管理水
平，推动“以三个服务为引领，奋力建设六个地税，实现税收现代化”目标。

省质监局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践
行新发展理念，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中关于质量和效益的论述，不断提升质监工作水平，持续深
化质监改革，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为建设质量强国贡献力量。

全省统计系统干部职工倍感振奋和鼓舞，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切
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着力深化统计改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饱满
的精神状态、昂扬的斗志，奋力开创全省统计事业新局面。

省扶贫办全体党员干部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以更高的标准、更足的干劲，着力攻坚克难，更加注重解决“三保障”问题，真抓实干、锐意进
取，坚决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省政府金融办干部职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进一步做大做强“金融豫军”，完善融资结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动员各类金融资源向

“三农”、中小企业、精准扶贫倾斜，为新时代现代金融发展贡献力量。
省煤田地质局广大干部职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充分发挥地勘队伍专业优势，为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提供坚强的资源保障和有
效的技术支撑，为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煤田地质人应有的贡献。

省供销社广大干部职工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积极参与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供销社综合改革，为我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
出彩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省农信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积极推进农商银行组建，支持“三农”发展、金融精
准扶贫等重点工作，为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作出更大贡献。

省畜牧局和省农机局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表示，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认真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立足岗位、务实重干，积极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突出做
好畜牧产业扶贫、质量安全监管等工作，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不懈奋斗。

郑州海关关员们纷纷表示，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充分发挥海关职能作用，主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大局，积极助力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河南自贸试验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不懈奋斗。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李虎成 赵
春喜 王映 吴烨 王小萍 成利军）连日来，从
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基层，从工厂到学校，全
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闭
幕和十九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
体。大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
十九大精神上来，昂首阔步踏上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伟大征程。

洛阳市
洛阳市干部群众一致表示，要坚决拥护新

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快中原城市群副
中心城市建设、打造带动全省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极。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文物保护利
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洛阳市老城区委书
记杨劭春说：“老城区作为洛阳市最早的建成
区，是洛阳的历史文化根系所在。我们将按照

‘留住老洛阳的底片，建好新洛阳的客厅’的要
求，努力打造历史与现代交融、古韵与新风交
会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范区。”

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说：“伊川县将深入
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加大产业扶贫和金融扶
贫力度，确保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取得更大成
效。”

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孙少波表示，
十九大报告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明确
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我们一定要加快
培育创新主体，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为中小企
业的发展和成长增添动力。”

新乡市
10月 26日，新乡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市委书记张国伟传达了十九大大会盛况和
主要精神。十九大代表茹振钢、裴春亮结合自
身经历，分别谈了参加十九大的切身感受和体
会。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

集体。
会议提出，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

不移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
威。始终做到思想上深刻认同核心，政治上坚
定维护核心，组织上自觉服从核心，行动上坚
定紧跟核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始终
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坚决服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
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一项
长期工作，使十九大精神成为凝聚人心、鼓舞
士气、推动工作的持久动力，确保十九大确立
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重大举措在
新乡具体化、实践化，落地生根。

濮阳市
10月 26日，濮阳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濮阳
市委书记何雄强调，全市党员干部群众要更加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
围，在省委的坚强领导下，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不断把学习贯彻
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
实十九大提出的各项任务上来，扎实做好濮阳
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范县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十九大精神热情
高涨。范县县委书记王秋芳表示，该县将把学
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化为不竭动力，突出抓好党
的建设、城市建设、产业扶贫、重点项目建设、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重点工作，不断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新突破。

三门峡市
10月 26日，三门峡市委召开常委（扩大）

会议，传达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与会同志一
致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坚定
不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三门
峡落地生根。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说，学习贯彻十九大
精神，要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调研指导河南工
作时提出的“发挥优势打好四张牌”结合起来，
同落实省十次党代会精神结合起来，同落实省
委对三门峡的四点要求结合起来。要强化目
标导向、问题导向，直面风险挑战，破解发展难
题，全面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周口市
10月 26日，周口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市委书记刘继标传达了十九大精神。大家
表示，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把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
与“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结合
起来，与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来，与

“五城联创”结合起来，与干部作风大整顿结
合起来，奋力推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
奋力推动十九大精神在周口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奋力推动周口跨越发展踏上新征程、
开启新时代。

济源市
十九大胜利闭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选

举产生，济源市干部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河南
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干部职工一致表示，
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紧密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认真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刚刚于 10月 10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
功上市的河南金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明忠说：“我们将按照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

‘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的新理念，坚持集
约发展、集群发展、低碳发展，通过发展清洁能
源，实现从炼焦向高效清洁能源服务商转型升
级，打造集炼焦、能源、化工、贸易于一体的能
源生产服务基地。”③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10 月 25 日 11 时许，河南豫剧院全体干
部职工围坐在会议室桌前，怀着激动的心情
等候收听收看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
记者见面会现场直播。“这是万众期待的一
刻，我们全院所有人包括出差在外人员一定
要准时收听收看。”河南豫剧院院长李树建对
记者说。

当电视屏幕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步入
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微笑着向在场的中外记者
挥手致意时，大家纷纷拿起手机记录这历史性
画面。在习近平总书记致辞过程中，大家认真
聆听。

“这是一个带领我们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集
体，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我们坚决拥护和
支持。”李树建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

进新时代，中华文化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
生命力。作为文艺工作者，我们一定要对得
起这个伟大时代，努力创作出讴歌时代的精
品力作。

当天，河南豫剧院三团副团长贾高峰正
带队送戏下乡，途中通过手机看直播见证了
这一历史时刻。他表示，一定以十九大报告
精神为指导，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交出合格
答卷。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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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纷纷表示

坚决拥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
努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10月25日，
宁陵县老干部局
老年盘鼓队在社
区宣传十九大精
神。连日来，该
县民间的盘鼓
队、舞蹈队、戏曲
演出队等自发组
织起来，把十九
大精神编成戏
曲、舞蹈等群众
喜闻乐见的文艺
节目进社区进行
宣传，深受群众
欢迎。⑨6 吕
忠箱 摄

创作出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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