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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离京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赴
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0 日乘专机离开北京，应希腊共和
国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巴西联邦共和国总
统博索纳罗邀请，对希腊进行国事访问，并

赴巴西出席在巴西利亚举行的金砖国家领
导人第十一次会晤。
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
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标题新闻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国法治国际论坛（2019）开幕
□□习近平在希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发扬优良传统 强化改革创新
推动我军基层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记者 李宣良 梅世
雄）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 8 日至 10 日在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加强新时代我军
基层建设，是强军兴军的根基所在、力量所在。全军
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

战略方针，落实“四个坚持扭住”要求，发扬优良传
统，强化改革创新，全面锻造听党话、跟党走的过硬
基层，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法纪严、风气正的
过硬基层，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坚实基础和支撑。
8 日下午 4 时许，习近平来到京西宾馆，在热烈
的掌声中，亲切接见会议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
习近平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首先强调，

11 月 8 日至 10 日，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是习近平亲切接见会议代表。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学习贯彻全会决定是当
前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会决定专门用一个
部分就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
确保人民军队忠实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进行了部
署，其中很多任务的落实要从基层建设抓起。全军

河南 8000 多万亩小麦播种基本结束
本报讯（记者 张培奇 范亚旭）记者从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截至 11 月 1 日，河
南省已播种小麦 8328 万亩，占预计面积的
97.6%，已出苗6663万亩，麦播基本结束。今
年，全省小麦播种质量较高，已出苗小麦苗
齐、苗全、苗匀，冬前麦田管理正陆续展开。
据介绍，今年河南省小麦面积继续稳
定在 8500 万亩以上，与上年持平。麦播
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将 1350 万亩优质专
用小麦指导性种植计划下达市县，并从中央
农业生产发展资金中统筹1.6亿元安排优质

小麦生产基地建设，配套 1.6 亿元全程社会
化服务化资金，支持 40 个县建设优质小麦
示范县，每个县建设示范区 10 万亩，开展单
品种连片种植、标准化生产和订单生产，示
范带动全省优质专用小麦布局区域化、生产
标准化、经营规模化、发展产业化。
今年，河南省各地还认真落实“秸秆还
田必须深耕、旋耕地块必须耙实”的要求，
做到农艺农机紧密结合，切实提高整地质
量。目前，全省玉米机械化秸秆还田面积
达 4869 万 亩 ，机 耕 整 地 8675 万 亩 ，深 耕

2600 万亩，深松 1250 万亩。病虫害防治扎
实有效，种子包衣与药剂拌种 7400 多万
亩，全省土壤处理面积 1500 多万亩。推广
测土配方技术覆盖面积 7000 多万亩，其中
配方肥应用面积 2800 万亩，测土配方施肥
水平持续提高。
为做好小麦播种，今年河南省组织了省
农业农村厅、省农科院、河南农业大学等单
位专家成立 18 个小麦专家督导组强化技术
指导，对各地科学选用品种、合理施肥、加强
病虫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指导督查。

“五力”齐发 实招制胜
——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莱州实践
□□

娄万良 游泽泉

走近山东莱州，见证乡村“奇”迹。驻
足果树下，一个个免套袋的硕大苹果悬在
枝头，颜值、品质比套袋苹果更胜一筹；遥
望猪舍里，一头头干净健康的小猪惬意躺
卧，传统猪舍的臭味异味荡然无存；徜徉
麦田中，一粒粒饱满金黄的麦穗随风摇
曳，亩产量已第三次创中国纪录；走在乡

村间，
“ 村在林中，户在花中”的田园风光
尽收眼底。
渤海之滨，千年古县，风云激荡六千
载；乡村振兴，
“ 五力”齐发，助力莱州闯新
路。莱州，这个饱含历史与传奇、洋溢活力
与创新的城市，近年来凭借“激发企业创新
力、增强政府引导力、紧抓科技攻关力、提
升人才吸引力、提高基层组织力”，出实招
求实效，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之路。

激发企业创新力：苹果免套
袋，亩均节本 7000 元
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苹果套袋技
术在全国推广，虽然保住了苹果的颜值，却
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生产成本、降低了产品
品质，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套袋技术已
渐显乏力之态。
（下转第七版）

扶贫宣传要让群众喜闻乐见
王刚
贵州省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根据当地
群众特点，把脱贫攻坚相关政策制作成山歌，
通过摩托车
“拉歌”
等方式传播到山乡村落，
得
到当地群众广泛点赞。
“山歌+扶贫政策”
，
唱响的不仅是扶贫
“好
声音”，也是群众的“幸福歌”。一方面，通过文
艺形式将扶贫政策“掰开揉碎”传唱到田间地
头，
提高了扶贫政策宣传的到达率；
另一方面，
村民在山歌的旋律中更容易对政策“消化吸

收”
，
记住并领会可享受政策的内容和细节，
也
会更加坚定跟党走、
勇脱贫的信心。
各地不妨多结合本地文化资源，创新扶
贫宣传的工作路径。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
载体和形式，比如戏曲、情景剧、故事会等，
将党的扶贫好政策与村民的日常生活紧密
关联，这样才能做到深入人心、润物“有声”
更有效。
（投稿邮箱：nmrbweiping@163.com）

要结合我军实际，切实把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
学习好、领会好、贯彻好。
习近平指出，基层是部队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
础。我们党在建军治军长期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基层
建设，我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广大
基层官兵作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依靠
基层、建强基层这一条永远不能丢。 （下转第二版）

（均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0
日电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
监委机关会同工业和信息
化 部 、公 安 部 、生 态 环 境
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
局等部门公布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
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
益问题工作的第二批成
果。分别是：
保障群众“舌尖上的
安 全 ”，深 入 开 展 整 治 食
品安全问题联合行动。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犯罪，
坚决取缔“黑工厂”
“ 黑作
坊”
“ 黑窝点”。专项整治
开展以来，全国共侦破食
品犯罪案件 5753 起，捣毁
窝点 3568 个，打掉犯罪团
伙 1337 个，抓获犯罪嫌疑
人 10279 名 ，总 案 值 86.7
亿元。
整治农产品质量安
全 问 题 ，重 点 解 决 蔬 菜 、
禽 蛋 、猪 肉 、水 产 品 质 量
安全和农药、兽药添加禁
用成分问题。专项整治
开展以来，各地共检查生
产经营主体 786 万家次，
查处生猪私屠滥宰、农药
兽药隐性添加和农产品
药 残 超 标 等 问 题 2.2 万
起，责令整改 4.3 万起，取
缔无证照企业 953 家，吊
销证照企业 187 家，销毁
问题农产品和假劣农药
兽药 770 余吨。
实施保健食品行业专
项清理整治，严肃查处保
健食品虚假宣传和违规
销售问题。专项整治开
展以来，各地共检查生产
经营主体 94 万家次，责令
整改 7871 起，查处违法问
题 4977 个 ，涉 及 金 额 1.8
亿元；
（下转第二版）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第二批专项
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工作成果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上强调

11 月 8 日至 10 日，中央军委基层建设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
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李刚 摄

记、中央办公厅主任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
篪，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全国政协副
主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等。

北京市建立村党组织书记区级备案管理制度
本报讯（记者 李庆国 芦晓春）为深
入贯彻《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
例》，加强村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北京市
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农工委制定了《关于
建立村党组织书记区级备案管理制度的
实施办法（试行）》，于日前印发各区实施，
对完善村党组织书记“选育管用”工作机
制，推动全市农村基层带头人队伍整体优
化提升提出明确要求。
《实施办法》从完善选任机制、加强人
才培养、强化监督管理、完善激励保障等 4
个方面提出 15 条措施，着力打造一支符合
首都发展需要，素质高、能力强、作风硬的
农村基层带头人队伍。

关于完善选任机制，
《实施办法》提
出，严格进行资格联审，按照“五好、十不
能”资格条件，对村党组织书记正式建议
人选进行资格联审，对于存在受过刑事处
罚、涉黑涉恶、非法占地和违法建设等“十
不能”情形人员，坚决取消资格。联合进
行深入考察，由区委组织部会同各乡镇、
街道党工委联合进行考察，全面深入了解
情况。同时，严格调整不胜任不尽职党组
织书记。
关于加强人才培养，
《实施办法》提
出，每年将全市村党组织书记集中轮训一
遍。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区委组织部统筹
建立全区村级后备人才库，确保每村储备

1 至 2 名村党组织书记后备人员。全面推
广招聘农村党建助理员、乡村振兴协理员
等做法。
关于强化监督管理，
《实施办法》提出，
加强村党组织书记因私出国（境）管理。实
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村党组织书记
每年向乡镇、街道党工委如实报告。
关于完善激励保障，
《实施办法》提出，
加强关心关爱，对村党组织书记要政治上
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心理上关
怀，激励新担当新作为。
据了解，
《实施办法》还对区、乡镇、街
道党工委落实村党组织书记区级备案管理
制度提出了要求。

用活“大数据”接力“大扶贫”
——广西农业信息化助推精准扶贫纪实
□□

吴炳科 廖勇 本报记者 高飞

“手机一点就能看到，养鸡、养牛生
产用药的注意事项、各种病虫害防治实
用技术，广西农业大数据平台网站让我
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平时我也将学到的
种养知识传授给本村贫困户，让他们早
日脱贫。”广西灵山县烟墩镇邓三哥乐
哈哈地说。
广西农业信息中心用大数据来助
力精准扶贫，打造扶贫攻坚样板间，强
化扶贫领域相关部门数据的融合交换、
共享使用，创新完成农业大数据移动终
端（APP）开发应用，聚集农业资源、农业
生产、农业经济、农业综合等 4 大类 37
项数据，采集 2 亿多条农业专项数据，形
成广西特色优势产业扶贫大数据分析，
探索出了一条“大数据+大扶贫”的融合
发展道路，全区产业扶贫工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产业扶贫覆盖建档立卡贫困户
113 万多户，覆盖率超过 80%。2018 年
10 月，广西被评为“全国产业扶贫十大
机制创新典型之一”。

“一张图”管理实现全覆盖
广西构建了产业扶贫、土地确权、
优势特色产业大数据库，实现“一张图”
管理。建立了 54 个贫困县产业信息、
11.44 万贫困户和 500.26 万人的电子档
案，搭建了“一个门户、八大功能”的产
业精准扶贫信息系统，对产业精准扶贫
的推进和效果进行评估。对县级“5+
2”、村级“3+1”共 105 个县 78 个特色主
导产业大数据 160 多万条信息进行梳
理录入，为产业脱贫提供数据服务和
支撑，助力 54 个贫困县产业扶贫工作
的开展。
广西农业大数据 APP 聚集农业资

源等 4 大类，引入图像识别技术，实现了
农业数据资源智能检索、农作物物联网
识别应用，组建了产业扶贫、农产品单
品种、东盟农产品等 6 大专项数据库。
新增 23 个数据分析模型，农业产业、粮
食生产、农业自然灾害等主题的“一张
屏”监测分析形成。
加强农产品价格分析，助力精准扶
贫。广西农业信息中心在广西农业农村
信息网、广西农业农村厅今日头条上发
布农产品价格行情，建立了广西粮食作
物、经济作物、畜牧三个农产品大类价格
信息的采集、查询、分析机制。2019 年
1-10 月，广西农业采集苗情数据 138320
个、农情数据 573473 个、灾情 646505 个，
为全区111个县（区）1.4万个行政村6500
万亩农村土地确权的资料、成果汇交、质
检和上报提供基础支撑。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