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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
省委十届九次全会精神

乡村振兴微调研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刘玉涛

新的一天开始了，邢吉屯村文化
广场上人影闪动。人们在健身器材上
舒展着筋骨，小花园里散着步，互相打
着招呼。

“晨练”，这个原先城里人的习惯，
现在也走入乡亲们的生活。城里有
的，村里渐渐也有了。

新建的文化广场宽阔平坦，紧邻
广场是小花园，文化长廊古色古香，绿
树婆娑中花开向阳，亭台耸立。

这个村民喜爱的广场，半年前还是
个被私人强行占用的废品堆放场。“臭
气熏天，人都不敢往这儿来。”村民说。

邢吉屯村地属淮阳县大连乡，有
500多户人家、2700多口人。早先的
邢吉屯村是什么样子呢？

“简直乱象丛生！”村民你一言我

一语：10年换了 11任村班子，村务不
公开，集体资源被侵占，群众没有主心
骨，各扫自家门前雪。

变化始自县里对问题村开展的综
合治理。

去年以来，针对个别村不同程度存
在的基层组织软弱涣散、惠农政策执行
不公、信访案件高发等现象，淮阳县成
立由县委主导，县纪委监委牵头，法院、
检察院、公安、组织、巡察、信访、扶贫、
民政等部门参与的县委集中治理工作
组，对问题村逐个开展集中治理，探索

出了一条“巡察村居先行，案件查办紧
跟，综合治理治本”的基层治理新路子。

“综合治理是解决农村社会治理
难题的切入点。软、散、瘫、乱村社情
民意复杂，存在问题多，如果单纯去处
理面上暴露的个性问题，头痛医头、脚
痛医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淮
阳县委书记马明超认为，只有深入“会
诊”研判，找准“病灶”综合施治，改过
去部门的“单打独斗”为多部门“联合
作战”，既祛邪又扶正，才能达到标本
兼治的目的。

邢吉屯村被纳入首批治理对象。
今年元宵节刚过，工作组便来到

村里。“正月十七入驻，第二天就召开
了村民动员大会。”5月 26日，县纪委
常委、县委综合治理第一工作组组长
张丹介绍，为便于宣传发动群众，工作
组将工作重点概括为：抓坏人，办好
事，强组织，建机制。

干部违法违纪，群众违法犯罪，破
坏了公平正义，扰乱了村民人心。

工作组入村不久，将邢吉屯村
2010 年以来所涉低保、五保、危房改
造、到户征收、优抚资金等民生资金信
息全部公示上墙。

“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一“稀
罕事”让村民深受震撼。

根据线索举报，工作组以打开路，
惩治贪腐、扫黑除恶、依法治访，一批
群众怨愤极大的责任人陆续被处理。

（下转第三版）

据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28日上
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会见出席第
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和中
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会的全
体代表，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
示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向世界各地
华侨华人致以诚挚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参加会见。
上午 11时，习近平等来到人民大

会堂北大厅，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
掌声。习近平等同代表们亲切握手，
不时交谈，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
部部长尤权参加会见并在当天上午举
行的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
会上讲话。会议充分肯定了中华海外

联谊会四届理事会取得的成绩，深刻
分析了港澳台及海外联谊工作面临的
机遇和挑战，号召广大海联会理事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团结一心、共同奋斗，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化新一轮对外
开放、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推进人类文
明互鉴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海外联谊会

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关于中华海外联
谊会与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合并的决议》、
《中华海外联谊会章程》等文件。会议选
举尤权为中华海外联谊会会长，选举产
生26位副会长和230位常务理事。

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
会将于 5月 29日召开，来自 9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45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
责人出席大会。

□吕志雄

吞金浪，漱金流，吐金蛋，410 万

台（套）以上农机，正在我省 8600 万亩

麦田“讲述”着现代化收获的“童话”：

麦粒归仓、秸秆打捆、免耕播种“一条

龙”作业。这是农业机械化发

展的“大阅兵”，也是重塑农业

经营体系的“大展览”。

面对人均耕地低于全国

平均水平，农业经营以小农户

家庭经营为主的现状，推动规

模化、机械化生产是个难题。

另一方面，小麦生产大省曾面临尴

尬：高档烘焙类面粉还要依靠进口。

市场需求强烈呼唤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农业发展迫切期望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带动规模化经营。然而，时

代要求的“紧迫”，还非得与历史渐进

的“耐心”进行磋商对话：一方说要加

快土地流转；一方说要防止大量农民

变成既没有办法转移就业又无地可

种的无业流民。

两 难 之 间 ，智 慧 开 山 ，政 策 铺

路。小麦生产以一家一户为单位保

证了农民权益，财政补贴调动了农户

积极性，连方成片、统一标准的经营

方式，促进了小农户和现代农

业发展有机衔接：豫北强筋、

豫中东强筋、豫南弱筋 3 个小

麦生产区连片种植已成规模；

种植结构调整，推动经营理念

和经营模式的转型，省农业厅

探索推广的“政府+银行+企

业+合作社+农民”的联合体发展模

式，联通了农民眼前利益与长远利

益，确保农业现代化走得稳、走得顺、

走得好。

“三夏”的机械化方阵，演示着农

业发展新路，宜大则大，宜小则小，无

论小大，都要在保持平稳、维护农户

利益中，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3

本报讯（记者 李点）5月 28日上午，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在郑州
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
国生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
素萍、李文慧、马懿、王保存、徐济超、张
维宁、乔新江和秘书长丁巍出席会议。

会议听取了关于《河南省水污染防
治条例（修订草案）》《河南省安全生产条
例（修订草案）》审议修改情况的报告，关
于《河南省社会信用条例（草案）》《河南
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修订草案）》
的说明，关于《新乡市大气污染防治条
例》《焦作市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
例》《濮阳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濮阳市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条例》《驻马店市山体
保护条例》的说明，关于 2019年省级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关于检查《河
南省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贯
彻实施情况的报告，人事任免事项的介
绍。

会议书面听取了省人大常委会法制
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委员会关于省十三届
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议案办理情况
的报告。

按照日程安排，省十三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举行分组会议，对会议议
题进行逐项审议。会议还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为主题举行专题讲座。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舒庆，省人民检
察院检察长顾雪飞和省监察委员会、省
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列席会议。③5

□本报记者 赵振杰

初夏的北京，骄
阳似火，国家会议中
心外广场，红旗招
展。作为全球唯一一
个国家级、国际性、综

合 型 的 服 务 贸 易 平 台 ，
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会（以下简称“京交会”）于5月
28日至6月1日在北京举办。

不同于货物贸易有多种实物可以

展示，服务贸易能展示的手段有限，河
南展馆匠心独运，将牡丹瓷、汴绣、陕
州剪纸等物件精心布置、集中展示，吸
引了大量的参观者，成为国家会议中
心一楼综合展区的“明星”展馆。

今年的京交会在主宾省基础上
增设主题省，集中展示“中国服务”发
展概貌。我省积极争取，成为两大主
题省之一，以 104平方米的展厅面积
向世界展示河南风采。

据了解，此次我省以“乡土河南，
文化中原”为主题，通过展示神垕镇

钧瓷、平乐村牡丹画、爱和小镇唐三
彩、画虎第一村的“虎”及镇平玉雕等
10个村镇级区域创作出来的艺术品，
反映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河南农民通
过原汁原味的创作，将艺术创作形成
产业，参与世界文化产业价值链的分
工和贸易流通的现实。

正如河南省商务厅有关负责人
所说，虽然这些产品纤细又微小，甚
至还带着黄土的味道，但却以扎根大
地所形成的生命力，汇聚起建设美好
家园的磅礴力量。③9

河
南
省
十
三
届
人
大
常
委
会

第
十
次
会
议
召
开

王
国
生
主
持

“三夏”里的“耐心”与“紧迫”

习近平会见第九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
和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一次理事大会代表

花开向阳邢吉屯

2019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开幕

河南文化实力“圈粉”

习近平向2019年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致贺信

本报今日推出三夏特刊

“保障粮食安全，看我们的！”

新华社北京 5月 28日电 国家主
席习近平 28日在人民大会堂同尼日尔
总统伊素福举行会谈。

习近平赞赏伊素福长期致力于中
尼、中非友好事业。习近平指出，中尼是
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当前，中尼两
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努力，以
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
机，加强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尼两国要继续在涉
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
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积极开展治
国理政和发展经验交流。中尼要在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
加强对接，落实好基础设施、民生、能源、
农业领域重要合作项目。中方将继续支
持尼方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和平
稳定所作努力，推动联合国为萨赫勒五
国集团联合部队建设提供支持。要就重

大国际问题加强沟通和协作。中方愿为
尼方提供医疗等民生帮助，同尼方扩大
文化、青年、妇女、智库等领域交流，促进
两国人民相互了解。

习近平强调，只要各国都坚持走适
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坚持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坚持致力于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远大目标，我们就一定会取
得成功。

（下转第六版）

习近平同尼日尔总统举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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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会见瓦努阿图总理

本报讯（记者 董学彦 河南报业
全媒体记者 王烜） 5 月 28日，森源
重工总经理陈西山又迎来了一批慕
名而来的合作者。自从近日森源重
工与北京邮电大学联合开发5G自动
驾驶清扫车，将 5G自动驾驶技术首
次成功运用于特种车辆以来，5G 自
动驾驶清扫车备受关注。

5月 21日，许昌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芙蓉湖畔，一辆5G自动驾驶清扫
车以20公里左右的时速，行驶近300
米，精准完成了车辆启动、清扫道路、
避让障碍物、路边停靠等一系列动作。

“这是自动驾驶清扫车在 5G 场
景下运行的一次试验，采用了物联

网、云计算、高精度定位等技术。5G
自动驾驶技术成功运用于特种车辆，
在全国属于首次。”北京邮电大学信
息网络北京实验室的王鲁晗博士说。

森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吕振伟表示：“虽然它走得不远，却是
许昌5G产业发展迈出的一大步！”

近年来，许昌市抢抓机遇，推进
5G产业发展，与北京邮电大学进行车
联网项目战略合作，投入近亿元支持
北京邮电大学许昌基地建设。如今，
5G产业成为许昌市着力发展的新兴战
略产业之一，正在建设的物联网基础
设施平台项目入选国家工信部物联网
集成创新与融合应用示范项目。③4

5G自动驾驶技术首次成功运用于特种车辆

许昌5G产业跑出“加速度”

以“乡土河南，文化中原”为主题的河南展厅⑨6 本报记者 陈晨 摄

现场展出的牡丹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