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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
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
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本报讯（记者王延辉）2月20日，省委

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交流思想认识，就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新闻舆论工作进行安排部署。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会前作出指示，省

委常委、宣传部长赵素萍主持会议并讲话。

郭庚茂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春伊

始，到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视察调研，召开党

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充分体现了党中央

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着眼党和国家的

事业发展和长治久安，着眼党的工作全局，

鲜明提出了“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

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

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联接中

外、沟通世界”48个字的党的新闻舆论工作

职责使命，对推动新闻舆论工作适应形势发

展、积极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工作能力和水

平作出重要部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

性和指导性，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

献，为做好新形势下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强

大思想武器和根本遵循。

郭庚茂强调，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讲话的重大现实意

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准确把握新闻舆论工作

的地位和作用，准确把握新闻舆论工作的职

责使命、根本原则、基本方针、实践路径、根

本保障，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

上来。全省新闻战线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作为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从

党的工作全局出发把握定位，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工作导向，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

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

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提供强大舆论支撑和良好舆论氛围。

郭庚茂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一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牢牢坚持党性原则

这一根本原则，始终牢记党媒姓党，牢固树立

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所

有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反映党的主张，维

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党管媒体原则不

动摇，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政治家

办报、办刊、办台、办新闻网站，把铁的政治纪

律具体化为严格的宣传纪律，面对大是大非

问题，做到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理直气壮、毫

不含糊。二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始终坚

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高扬主旋

律，弘扬正能量，努力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健

康、昂扬向上的主流舆论；要紧紧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全面、系统、准确地宣传阐释中央

和省委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宣传报道各地的

先进典型、鲜活经验，最大限度地凝聚思想共

识、弘扬社会正气，为中心工作助力，为全局

工作添彩；要把坚持正确导向贯穿新闻舆论

工作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做到讲导向不含

糊，抓导向不放松。三要着力提升舆论引导

水平，顺应互联网发展大势，适应分众化、差

异化传播趋势，推进理念、内容、手段、体制机

制等全方位创新；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有

效整合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推动信息内

容、技术应用、平台终端共享融通；大力推动

内容创新，善于用讲故事的办法开展宣传，不

断丰富新闻语言、内容形式，增强新闻宣传的

吸引力、感染力；抓住时机、把握节奏、讲究策

略，从时度效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四要切

实加强队伍建设，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

观这个灵魂，加强新闻从业人员的思想政治

教育、业务素质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广大新

闻工作者要找准坐标定位，牢记社会责任，强

化担当意识，坚持不懈地转作风改文风，解决

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

▶下转第三版

2月21日，农历正月十四，驻马店市天中广场上欢歌笑语、人山人海。在元宵节即将到来之际，来自该市8县两区的10多支民间

演出团队的秧歌汇演，为市民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本报记者 黄华摄

省委宣传部召开专题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
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郭庚茂会前作出指示

本报讯（记者张建新王延辉林常艳）2月

20日,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

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以

及省委九届十一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

神，总结我省“十二五”时期“三农”工作，分析当

前农业农村形势，对2016年和“十三五”时期

“三农”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会前，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

茂，省委副书记、省长谢伏瞻分别对做好新形势

下我省“三农”工作和推动“三农”工作再上新台

阶作出重要批示。省委副书记邓凯主持会议并

作总结讲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保存、副

省长王铁、省政协副主席靳绥东出席会议。王

铁作工作报告。

郭庚茂指出,“十二五”时期，我省“三农”工

作取得显著成绩，粮食生产、农村劳动力转移、

贫困人口脱贫实现重大进展，农业现代化迈出

坚实步伐，为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服

务国家大局作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农业农村

发展正处于转折转型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短板的大头重头都在“三农”。各级党

委、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

示精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2016年中央

“一号文件”精神，始终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

之重不动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引领我省“十三五”时期农业农村工

作，着力破解“三农”难题，厚植发展优势，推动

农业农村发展由粗放型、数量型向集约型、质量

效益型转变，让农业农村成为可以大有作为的

广阔天地。

郭庚茂强调，要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提高

种粮比较效益作为首要任务，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深入推进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

设工程，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加速农业

科技进步，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竞

争力。要立足自身优势发展特色农业，推进特

色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和都市生态农业发

展工程，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要深化农

村改革，盘活农村资源，释放发展活力，特别是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改革的办法调

整优化农业结构，使农产品供给数量上更充足、

品种和质量上更契合消费者需要。要把做好

“三农”工作与全省发展的战略布局结合起来，

把县域作为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

战略重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乡村特色经济，以产业集聚区为阵地培育壮

大县域主导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向县城转移就业；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

优产业，构建乡（镇）、村特色园区、基地。▶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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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项城市范集镇群众向“何难

帮忙”栏目打来电话称，他们那里的麦苗春

节过后出现不同程度的枯黄现象，希望帮忙

栏目给予帮助。

2月14日，本报特约曾获“中国三农人

物”、有“治土人”之称的农业专家党永富与

帮忙记者一起，赶往项城进行实地调查。

在项城市范集镇尚庄村，村民告诉记

者，该村有1300亩左右耕地，过罢年群众就

发现有一半左右的麦田的麦苗出现不同程

度的枯黄。62岁的村民赵海城告诉记者，他

种的5亩小麦已经连续三年出现春节后麦苗

枯黄，随后出现麦根发黑、枯死现象，去年换

了小麦品种还是不行，造成小麦连续三年减

产。同村的赵海升种的8亩小麦枯黄现象也

很严重，见自己的麦苗每年枯黄得厉害，赵

海升就求助当地的“土专家”，“土专家”让他

在秋播耕地时把白灰洒在地里，用来“杀”

菌，但“杀”菌后麦苗依旧枯黄。听了村民的

介绍，党永富顺手拔起一棵麦苗，只见麦根

已有发黑现象，根系细软。

同样，在项城市南顿镇张寨村的一处“全

国农技推广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里，麦苗

也出现了严重的枯黄现象，该示范基地的具

体负责单位是项城市农业局科技股，主推品

种是小麦，主推技术是小麦全蚀病防治技术。

针对这些情况，记者向项城市农业局反

映，该局一位田姓副局长答复称：“目前大面

积麦田的麦苗出现不同程度枯黄的原因，一

是因气温下降造成了冻害，二是小麦黄花叶

病。而防治小麦黄花叶病，眼下没有特效药，

这种病一般情况下可使小麦减产30%，甚至

可达50%，严重的情况下可致小麦绝收。”

随后，记者又赶往沈丘县、淮阳县、西华

县和周口市东新区等地进行走访，也发现了

麦苗枯黄现象，但只是个别现象，没有项城

市严重。东新区许湾乡万寨村村民牛凤兰

的2亩麦田里也出现了麦苗枯黄现象，党永

富问她打除草剂没有，她说打了，打得晚一

些。该村农民万兴华见记者到来，忙着上前

打听防治麦苗枯黄的办法，记者一行来到他

的麦田，发现他种的小麦一半绿油油一半黄

巴巴。万兴华的妻子说，春节前她打除草剂

时，除草剂没有用完，就在一半的麦地里又

打了一遍，结果过完年就发现有一半麦田的

麦苗出现枯黄。

结合调查情况，党永富认为，目前出现

的麦苗枯黄现象，除因冻害和小麦黄花叶病

以外，一些农民不科学地使用除草剂，也是

一个重要原因。残留在地里没有发挥作用

的除草剂会对耕地和农作物造成破坏。牛

凤兰的麦田打除草剂时间较晚，导致除草剂

大量残留在地里，而万兴华的妻子将没有用

完的除草剂重新打到麦田里，造成麦田一半

绿一半黄，就更能说明是除草剂的问题了。

帮忙记者巴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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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城部分乡镇麦苗莫名枯黄
项城市农业局：因低温冻害和小麦黄花叶病 农业专家党永富：除草剂使用不当也是重要原因

本报讯 春耕在即，各类农资购

销进入旺季，也是假冒伪劣农资混入

市场的高发期。假种子、假农药、假

化肥，可能导致农作物减产乃至绝

收，给农民造成经济损失，甚至危害

国家粮食安全。对于生产、销售假劣

农资产品的行为，必须严厉打击。

省政府高度重视农资市场和农

资生产企业监管工作，要求全省农

业、工商等农资监督部门要严格实

施农资监管，严厉打击农资制假售

假违法违规行为，确保农业生产安

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为全面贯彻

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和全省

农业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净化农

资市场，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确保春

耕生产顺利进行，即日起本报将开

展“农资打假 记者行动”活动，对农

资生产企业及经营市场进行舆论监

督。如果农民朋友购买到假劣农

资，或发现生产销售假劣农资的窝

点，请拨打以下电话进行举报。

（本报记者）

农资打假记者联系方式

王东亮 13663837017

李相瑞 15903991239

王志昭 13525510088

董豪杰 15903685433

何 难 18638131329

杨 青 13673366267

冯刘克（郑州） 13598800787

黄红立（洛阳） 13838888315

董伦峰（开封） 13937100138

曹国宏（南阳） 15038735666

秦名芳（安阳） 13503976779

段宝生（濮阳） 13700806916

马如钢（焦作） 13137181866

马丙宇（新乡） 15036616688

刘景华（三门峡） 15803981369

宋广军（许昌） 13323747666

丁需学（平顶山）13803750996

仵树大（漯河） 15839588563

黄 华（驻马店） 13033803388

尹小剑（信阳） 13937126385

巴富强（周口） 13303946668

侯 博（商丘） 18637026565

打假保春耕，本报在行动，“农资
打假记者行动”今日启动——

发现假劣农资,
请立即致电本报！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2月21日，全省

农业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总结

2015年及“十二五”农业农村经济工作，分

析研究“十三五”发展面临的形势，安排

2016年工作。省政府副秘书长胡向阳出

席会议，省农业厅厅长朱孟洲作大会主题

报告。

会议强调，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

年，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意义重大。要

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

政府关于“三农”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

理念引领农业新发展，以全面深化农村改

革为动力，以“提质增效转方式、稳粮增收

可持续”为主线，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强化科技、装备、人才、政策、法

治支撑，努力巩固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好形

势。要准确把握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内涵和要求。要切实抓好重点工作的

落实，全面巩固粮食生产优势，加快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大

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发展农业

生产性服务，全面推进农业生产生态化，

全面增强建设现代农业的源动力，加快形

成“走出去”新格局，完善农业生产经营体

制机制。

全省农业工作会议召开

载歌载舞迎元宵载歌载舞迎元宵驻马店驻马店

▶▶详见《河南日报》2月20日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