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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强调

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在有着“东方的弗吉尼亚”“烟叶王

国”美誉的中原沃土上，生长出典型的浓

香型特色烟叶，成就了河南烟叶大省悠

久、厚重、辉煌的历史，而河南卷烟销售也

在全国市场占到6%，河南“两烟”大省的

地位名副其实。

作为传统的“两烟”大省，近年来，河

南烟草商业却受制于传统思维和惯性思

维，发展方式粗放、大而不强，与烟草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站在

必须求变、不改不行的十字路口，如何塑

造发展新动能，成为摆在河南烟草商业系

统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形势严峻，责重

千钧，河南烟草商业系统将如何破题？

“三自”锦囊

“作为‘两烟’大省，在河南经济社会

发展当中，河南烟草地位非常重要，可以

说对河南地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脱贫

攻坚等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省委、省政

府也对我们实现高质量发展充满期待。”

省烟草专卖局（公司）党组书记、局长、总

经理周恩海说，“我们新一届党组一定把

推动河南烟草商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扛

在肩上。”

年末岁尾，回忆起2019年6月赴任

河南之时，摆在周恩海面前的，是烟叶面

积和收购总量连年下降、真烟非法流通总

量全国第一、全国卷烟制假三大“重灾区”

之一等诸多难题。

面对2万多名河南烟草商业系统干

部职工想干事、求变愿望强烈、谋求高质

量发展的心声，省烟草专卖局（公司）新一

届党组成立后，在烟草行业审视定位，紧

紧抓住“人”这个核心要素，适时提出了打

造“自尊自信自强”新形象发展目标：“自

尊”，对内凝聚人心，对外树立形象；“自

信”，发挥河南经济区位、市场资源的优

势，发挥河南烟草历史悠久的优势，发挥

河南烟草商业系统人力资源多、专业人才

多的优势，把短板提升为长处，把长处做

成亮点，把亮点打造成样板；“自强”，实现

“两烟”大省向“两烟”强省的转变。

打造“自尊自信自强”新形象，不是

停留在口头上，而是落实在标准制定和

具体工作上：卷烟营销方面，抓品牌梳

理，抓数据营销，抓网络建设；烟叶生产

方面，坚定走规范、标准、专业、体系化的

发展路径，优化生产布局，着力打好“去

青去杂”攻坚战；市场管理方面，积极推

进“大专卖”“数据专卖”和“智慧专卖”，

借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厉打击涉烟

违法犯罪活动……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杨青）春节期间，在外

务工的人大多会选择“回家看看”。在此

期间，为鼓励和支持更多人返乡下乡创

业，我省将开展“五个一”专项服务活

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五个一”专项服务活动的时

间为今年1月至2月，服务对象为返乡

农民工、退役军人等。

所谓“五个一”就是：印发“一封慰

问信”。各地要印发《致返乡人员的一封

信》，介绍家乡发展变化，阐述返乡创业

形势和利好，增强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

业的信心和决心，激发外出务工人员返

乡创业的内生动力。组织一次“返乡创

业典型事迹报告会”。各地要组织当地

返乡创业先进典型举办报告会，讲述个

人创业经历、典型事迹和心得体会，树立

标杆榜样，为其他返乡人员提供借鉴。

开展一次“家访”活动。领导干部要扑下

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有针对性地

开展“家访”活动，送温暖、拉家常，摸清

返乡人员情况，听取返乡人员对创业的

愿望诉求。开展一次“返乡人士看家乡”

考察活动。各地要以外出务工经商成

功人士为重点，组织一批有返乡创业潜

力的人员参观考察家乡产业集聚区、重

大招商企业等，激发其报效桑梓、建设家

乡的热情。开展一次集中宣传活动。

突出政策宣传、做好典型宣传，宣传创业

的好模式、好经验，增强宣传的广度和深

度，营造人人议创业、人人想创业、人人

争创业的良好氛围。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16日，省

政府、省军区召开2020年征兵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学习贯彻全国“两征两退”

改革暨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

神，安排部署今年我省一年两次征兵工

作任务。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部署安排，

今年开始实行一年两次征兵。征集对

象，以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优先批

准高学历青年入伍，优先批准大学毕业

生和理工类大学生入伍；征集的女青

年，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

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2019

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业生可

报名参加2020年上半年女兵征集。上

半年征兵，从现在开始就可报名，2月15

日开始体检，3月16日起运，3月31日

运输结束；下半年征兵，8月15日开始

体检，9月16日起运，9月30日运输结

束。应征入伍报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

关注并进入微信公众号“河南征兵”（微

信号：henanzhengbing）点击下方“我

要报名”，另一种是登录“全国征兵网”

（网址：http：//www.gfbzb.gov.cn），

按要求真实、完整填写基本信息。男青

年报名前须先进行兵役登记。

1月 16日,尉氏县邢庄乡水黄

村村民表彰大会举行。水黄村委会

大院内锣鼓喧天、热闹非凡。会上，

该村对评选出的“卫生整洁家庭”

“优秀党员”等进行了表彰。据了

解，水黄村在省教育厅的帮扶下，村

容村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

里形成了“孝敬公婆、邻里和睦、尊

重模范、学习模范”的良好风

气。 李新义 摄

河南烟草商业系统

着力“自尊自信自强”塑造高质量发展内核
□本报记者孙雅琳

今年起实行一年两次征兵
大学生为重点征集对象

春节期间我省开展“五个一”专项服务活动

激励农民工人人争创业

幸福锣鼓敲起来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
情况报告》《关于十九届中央第四轮巡视情况的综合
报告》《关于2019年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重点工
作情况的报告》

据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本报讯（记者董豪杰）1月16日，在

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

2020年“三农”工作中的六大热点难点问

题进行集中讨论，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和

意见。

热点一：补齐全面小康“三农”短板。
要对照全面小康定性定量指标，找出本地短

板，既要保证质量，也要防止盲目攀比；针对

查找出的短板问题，明确目标，建立台账，强

化措施；要顺从人民群众期盼，切实把群众

反映最突出、最迫切、最现实的问题解决好，

确保真正让群众受益、让群众满意。

热点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要围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水资

源综合利用、滩区移民搬迁、防洪防汛减

灾、经济高质量发展、弘扬黄河文化等重

大问题，深入开展调研，提出有针对性的

意见举措；主动对接、统筹考虑、及早研

究，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全面落

实河长制，深入开展黄河“清四乱”行动；

实施好重点引黄工程，大力发展节水灌溉，

提高用水效益。

热点三：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到

2022年创建100个省级产业园，实现农业

大县全覆盖，坚持一县一业，围绕特色主导

产业，按照成熟度分批次推进；在用好上级

资金的同时，加大财政投入，用好金融和社

会资金；注重在全产业链建设、科技支撑、

优质安全、品牌打造、联农带农等方面下功

夫，引领农业走向高质量发展道路。

热点四：高标准农田建设。要加快进

度，确保3月底前完成2019年度建设任

务和2020年度招投标工作；严把规划关、

标准关、招标关、施工关和验收关；打造一

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为新一轮高标准

农田建设发挥示范作用。

热点五：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大

力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两类新型经

营主体，鼓励能人领办创办，引导组建联合

社；开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提升行动，引

导家庭农场坚持农户主体、有序发展，创建

一批示范社、示范场、示范县；认真落实支

持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政策。

热点六：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坚持

质量第一，加强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

改；坚持整村推进，以行政村为单位统一

规划；坚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不搞一刀

切，确保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今年河南“三农”工作聚焦六大热点

标题新闻

1月16日，民间文艺工作者在表演民俗节目《陈州战鼓》。当日，“春满中原，老家河

南”淮阳民俗庙会文化节启动仪式在周口市淮阳区伏羲文化广场盛装举行。杨正华摄

本报讯（记者张海涛）1月16日，省

委农村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省委十届十次全会、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和省两会精神，回顾总结去年“三农”工

作，分析当前农业农村形势，安排部署

今年工作。

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弘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委常委、秘书长穆为民主持会议，省

领导李文慧、李英杰出席会议，武国定做

总结讲话。

会议认为，过去一年，我省农业农村

呈现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

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进展，粮食产量再

创新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

施，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改革持续深

化，基层基础进一步夯实，为稳定经济社

会大局和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了有力支

撑。

会议指出，新的一年，做好“三农”工

作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的政治

任务，是发挥独特优势加快自身发展的必

然要求，是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

需要，是提升区域竞争力的潜力所在。各

地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始终

扛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坚持农业农

村优先发展不动摇，乘势而上、攻坚克难，

不断开创农业农村工作新局面。

会议强调，要坚决打好打赢脱贫攻坚

战，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不折不

扣完成剩余脱贫任务，切实提高脱贫质

量，及时研究接续推进减贫工作。 要加

快补上全面小康“三农”领域短板，大力推

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改善，促

进农民持续增收，不断加强农村生态环境

保护建设，筑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基础。

要着力建设现代农业，稳定粮食生产能

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做好延伸产业链

条文章，增创农业发展新优势，不断提高

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

会议要求，要切实加强党对“三农”工

作的全面领导，落实好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政策，抓好农村重点改革，提升乡村治理

效能，谋划编制好“三农”领域“十四五”规

划，在乡村振兴中加快实现农业强省目

标，在希望的田野上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三农”篇章。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1月16日，省

交通运输厅召开2020年春运期间综合

运输服务衔接座谈会，要求加强综合运

输服务衔接，充分发挥不同运输方式的

组合效率，保障旅客便捷有序出行。

2020年春节，学生离校、民工返乡、

探亲旅游等多种客流叠加现象明显。

预计今年春运期间我省高速公路出口

总流量6777万辆，节前返乡客流将主要

集中在1月15日至23日(腊月二十一至

二十九)，来得早、时间长、峰值高等特点

明显。而节后返程客流也将呈双高峰

态势，分别为1月26日至2月2日(正月

初二至初九)和2月9日至2月13日(正

月十六至二十)。

截至1月14日，我省累计发送旅客

1755.4万人次，同比增长15%，其中铁

路发送旅客 25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48.6%；民航发送旅客47万人次，同比

增长5.2%；公路发送旅客1437.8万人

次，同比下降10.66%；水路发送旅客10

万人次，同比增长40.6%。

高速公路方面，总出口流量843万

辆，其中客车646余万辆、货车196余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6%、4.8%、9.4%。城

市交通方面，公交发送旅客3312.7万人

次，同比下降7.61%；地铁发送旅客723

万人次，同比增长78.5%。

针对春运期间雨雪、冰冻等恶劣天

气易发多发的特点，为确保春运安全顺

利，省交通运输厅将对查处的安全隐患

立即整改，全力打造“平安春运”。同

时，会同公安、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组

织开展春运市场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

击超员超载、非法营运、甩客宰客等违

法行为。若您发现此类违法行为，可随

时拨打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投诉举报。

用平安温暖回家路
我省多部门联动打造“平安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