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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结束后 春暖花开时 邀您免费游

河南多家景区将对医务工作者免门票

芒砀山八里沟

郑州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将在2020年

12月31日前，对全国医护工作人员、警
务人员、媒体记者实行免门票入园的政
策。度假区内的黄帝宫御温泉，有各
种特色温泉泡池108个及52套精品汤
屋。还有银基乐海水世界，是中原地
区面积最大、设备设施最高档的水公
园。另有银基冰雪世界项目，系室内
冰雪主题游乐园，妙趣横生。

●建业电影小镇
2020 年，对全国医护人员免费。

建业电影小镇作为电影实景文化旅游
项目，集电影文化体验、电影互动游
乐、电影展览、民俗演绎、民俗展览、特
色美食、商业旅游等于一体，是新崛起
的河南旅游网红地。

●巩义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自疫情结束后开园至 2020年 12

月 31日，浮戏山雪花洞景区对全国医
护人员免门票。凭本人医师证、护士
证到景区售票处登记姓名、工作单位、
电话，办理免门票入园手续。可参观
小龙池、老君洞、紫龙峡、雪花洞、古城
寨堡等景点，雪花洞内有各式各样的
钟乳石，是研究地质的博物馆。

开封

●清明上河园在内的 17 家 A级
景区全部免费

开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倡议，
全市A级景区恢复运营后，2020年向
全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参观政策。
积极响应倡议，决定对医务人员免门
票的景区有清明上河园、开封府、包公
祠、龙亭景区、铁塔景区、大相国寺、中
国翰园碑林、启封故园、万岁山大宋武
侠城、皇宋大观、天波杨府、汴梁小宋
城、山陕甘会馆、刘少奇陈列馆、延庆
观、岳飞庙、禹王台等 17家景区。其
他开放景区及博物馆等继续执行免门
票入园不变。其中，清明上河园为 5A
级景区，是以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
为蓝本建造的宋代历史文化主题公
园。集中展现宋代诸如酒楼、茶肆、当
铺等，以及汴绣、官瓷、年画等现场制
作；汇集民间游艺、杂耍、盘鼓表演，再
现东京城繁华街市风情。

洛阳

●龙潭大峡谷、荆紫仙山景区、洛
邑古城园区

龙潭大峡谷景区和荆紫仙山景
区：疫情结束后，景区开园起的一年时
间内，新安县支援湖北医护人员及家
人凭有效证件，不限次、免门票游玩龙
潭大峡谷景区和荆紫仙山景区。龙潭
大峡谷系 5A级景区，水资源丰富，比
较有特色的是不少石头和路面有很多
波痕，极似水的波浪，观之奇特。

洛邑古城园区：2020 年，对全国
医护工作者，凭本人工作证入住洛邑
古城问礼非遗酒店，可享受半价。园
区内以文峰塔、文庙、妥灵宫、四眼井
号等保护遗址为节点，以新潭、护城河
水系为纽带，使古典与现代有机结合。

鹤壁

●云梦山
2020年，全国的医护工作者凭本

人医师资格证、护士证等有效证件可
不限时间、不限次数免门票游览云梦
山景区。全国的人民警察凭本人警
官证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游览云梦
山景区。全国的消防人员凭本人国
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干部证、消防
员证等有效证件可免门票游览云梦
山景区。云梦山是战国时期鬼谷子
隐居地，苏秦、张仪、孙膑、庞涓、毛
遂、李牧等人的求学圣地，中华第一
古军校。

新乡

●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五大景区
为致敬全国医护工作者，新乡南

太行旅游度假区八里沟·天界山·九莲
山、万仙山、关山、秋沟、齐王寨等五大
景区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实行免门票政
策！活动时间自各景区恢复运营之日
起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国医护工
作者凭本人有效证件（医生凭本人医
师执业证、身份证；护士凭本人护士执
业证及身份证等）均可享受新乡南太
行各景区免门票优惠。其中的八里沟
景区是今年新“晋升”的5A级景区，荟
萃了太行山水精华，集奇、险、俊、秀、
幽于一谷，号称“太行之魂、中华风
骨”，被园林专家誉为“亚洲一绝”。

焦作

●云台山、青天河（含月山寺）、青
龙峡·峰林峡、陈家沟

云台山携手青天河（含月山寺）、
青龙峡·峰林峡、陈家沟等三家景区，

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免门票，活动时间
自各景区恢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 年
12月 31日。全国医护工作者凭本人
有效证件（医生凭本人医师执业证、身
份证；护士凭本人护士执业证及身份
证等）均可享受以上所有景区免门票

优惠。
云台山是世界地质公园，5A级景

区，河南人气最旺的景区之一，著名的
景点有茱萸峰、红石崖等，拥有落差
314米的云台天瀑，瀑布非常壮观；青
天河也是5A级景区，集江南水乡与北
国田园风光于一体，素有“北方三峡”
和“桂林山水”之美誉；陈家沟是名扬
天下的陈式太极拳发源地，有杨露禅
学拳处、太极拳祖祠等参观点，是观摩
体验学习太极拳的最佳去处。

三门峡

●函谷关、豫西大峡谷在内的 21
家景区免票

自 各 景 区 恢 复 运 营 之 日 起 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三门峡市共 21家
景区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门票。全国
医护工作者凭本人有效证件（医生凭
本人医师执业证、身份证；护士凭本人
护士执业证及身份证等）均可享受景
区免门票优惠。21 家景区分别是三
门峡虢国博物馆、三门峡黄河公园、
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渑池县黄河丹峡景区、渑池县仰韶文
化博物馆、陕州区地坑院景区、陕州
区甘山国家森林公园、灵宝市函谷关
历史文化旅游区、灵宝市汉山旅游区、
灵宝市娘娘山旅游区、灵宝市燕子山
国家森林公园、卢氏县豫西大峡谷景
区、卢氏县豫西百草园、卢氏县双龙湾
景区、三门峡大坝景区、灵宝市黄帝铸
鼎原风景区、义马市清风山景区、渑池
县刘少奇旧居、灵宝市亚武山景区、灵
宝市罗门薰衣草庄园、渑池县仰韶大
峡谷景区。

商丘

●古文化旅游区
商丘古文化旅游区对全国所有医

务工作者实行免门票参观游览政策。
免票对象是全国（含港澳台地区）所有
医务工作者，凭医师证、护士证或与医
务工作相关的其他资格证件入园。时
间为自景区恢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包含景点：商丘古城
南、北城门楼、侯氏故居、穆氏四合院、
归德府文庙、燧皇陵等。

●永城芒砀山旅游区
自疫情结束正式开园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国（含港澳台地
区）所有医务工 作 者 ，凭 有 效 证 件
（医师证、护士证或与医务工作相关
的 其 他 资 格 证 件）不 限 次、免 费 进
入景区。汉梁王陵景区、刘邦斩蛇
处、大汉雄风景区、地质公园景区、
夫子山景区、陈胜园景区、僖山景区
均免费。

驻马店

●嵖岈山、老乐山
嵖 岈 山 风 景 区 ：2020 年 ，将 为

“白衣天使”提供VIP通道，全国医护
人员凭有效证件，不限次数、免票进
入景区。嵖岈山景区系 5A 级景区，
以《西游记》拍摄地而闻名，景区内
众多石猴惟妙惟肖。拥有豫南最大
的温泉，郁金香、薰衣草等花海美不
胜收。

驻马店老乐山景区：自疫情结束
后开园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提供
VIP 专享通道，全国医护人员凭本人
有效证件，不限次、免费进入景区。老
乐山乃道教名山，景区内梯海花田、三
门观音等是重要景点。

济源

●所有A级景区向医护人员免费
开放，王屋山、五龙口、黄河三峡、小沟
背等都在列

济源所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景区
恢复运营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医护人员凭有效工作证，可享
受游览小浪底景区不限次、免门票；游
览王屋山、五龙口、黄河三峡、小沟背
银河峡、济渎庙、南山儿童公园、双房
乡村旅游区、王庄乡村旅游区、花石乡
村旅游区、伊利工业旅游景区、泰山革
命纪念馆、栗树沟仰韶遗址景区，可不
限次、免门票进入；可携带家属一名免
费进入以上景区。

王屋山是中国九大古代名山之
一，也是道教十大洞天之首，道教主流
全真派圣地，因愚公移山的故事而家
喻户晓。五龙口景区现有猕猴 12 大
群 3000 余只，猴子与游客互动，别有
情趣。黄河三峡是看黄河的极佳去
处。小沟背有千姿百态的五彩石头，
被形象地称为“彩石谷”，万顷松海蔚
为壮观。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医务工作者不顾自身安危，义无反顾冲锋在
抗疫一线，尽显家国情怀，医者仁心。在无声的战场上，每一个白衣天使都
是令人感佩的英雄。为表达对医务工作者的无限敬意与感谢，我省多家景
区持续接力，纷纷宣布，2020年，待疫情结束后对医务工作者敞开大门，免
费接待。这其中，不乏云台山、清明上河园、嵖岈山、青天河、芒砀山、八里
沟、龙潭大峡谷等知名5A级景区。据了解，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倡导
下，河南省还将有更多景区会陆续免费向医务人员开放。期盼疫情早日结
束，老家河南正怀揣着爱和希望，等待英雄们胜利归来，开怀畅游！

函谷关嵖岈山

云台山清明上河园

创新施策为贫困群众幸福“托底”
□本报记者 孟向东
本报通讯员 丰兴汉 张朝甫

春节前夕，在唐河县黑龙镇弘信
佳园养老中心，耿明法老人像往常一
样，在温暖宽敞的大厅里拉着弦子，一
曲终了，周边围坐的“铁粉”们即报以
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日子像潺潺流水，70多名
贫困老人同住一个“家”，波澜不惊却
平淡惬意。在镇里为老人们订制的

“养老套餐”里，能自理的、半失能的、
全 失 能 的 每 年 分 别 拿 出 养 老 资 金
10000元、13000元、20000元，让他们
过上了“都挺好”的晚年生活。

仅2019年上半年，全县已为7995
名特困供养人员和 4571 名建档立卡
特困供养人员，发放各项供养资金
5982.1万元，并陆续入住 59个乡镇敬
老院和村级幸福大院，实现了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

这是唐河为贫困群众谋幸福的务
实之招、创新之策。

唐河是全省12个重点非贫困县之
一，面临着“多、散、深、弱、差、少”“六大
难题”：贫困人口多，截至2018年年底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34288人；贫困人口
分布散，分布在全县 518 个行政村、
4300多个自然村；贫困程度深，老弱病
残、鳏寡孤独、憨傻痴呆等“深度贫困群
众”达74.5%；产业带贫能力弱，缺乏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村级基础设施普遍
较差；享受扶贫资金政策少。

“越是‘难’字当头，越要破题求
解。既要让党委政府成为贫困群众幸
福缔造者，又要让贫困群众成为自我
奋斗幸福人。”带着使命担当，唐河县
委、县政府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为第一民生工
程和良心活儿，直面尚有6000未脱贫
人口需兜底保障的现实，围绕精准和
创新两条主线，结合农业大县、产粮大

县实际，创新实施 20余项扶贫政策，
为精准脱贫提供保障。

“顶层设计”彰显“民本情怀”。根
据面临的“六大难题”，唐河创新出台了
教育、医疗、住房等21个专项实施方案，
涵盖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三个兜底”，
扶贫粮仓分红、农机产业园分红、公益性
岗位安置、产业扶贫项目增收“四个全覆
盖”和整村推进、易地搬迁、危房改造、安
全饮水、七改四有“五项基础”。

翻开唐河的脱贫攻坚“民生清
单”，一行行“幸福印迹”跃然纸上——

教育扶贫上，设立“牧原基金”和
“星江基金”，实现了贫困生从幼儿园到
大学的全程资助。健康扶贫上，把19种
慢性病以外的其他21种慢性病，同步纳
入慢性病诊疗服务，每月补贴100元；实
施贫困患者医保六次报销“一站式”结
算，报销比例高达95%以上。社会保障
上，对符合条件的贫困户全部纳入低
保。粮仓扶贫上，发挥产粮大县优势，建

成56座总仓容50万吨的扶贫粮仓，用
其收益为贫困户每年分红500元—3300
元，可以受益十年。农机产业园扶贫上，
以贫困户小额贷款入股县农机合作社，
建设农机扶贫产业园标准化厂房，租赁
收入每年对贫困户分红400元—3000
元。公益性岗位安置上，县财政每年投
入近3000万元，为贫困户安置公益岗
位 2142个、政府购岗 6044个、农业保
险宣传员5137人。

尤其在整村推进上，实施农村基础
设施建设PPP项目，去年融资6.3亿元，
改造提升117个贫困村；今年融资18.5
亿元，改造提升 226个重点非贫困村；
明年计划再融资 35亿元，对剩余 141
个行政村和 23个集镇进行改造提升，
实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机融合。

扶贫责任千钧重，脱贫重担铁肩
担。据县委书记周天龙介绍，唐河构建
了完备的领导责任体系、专班推进体系
和督导考评体系，县委书记对全县脱贫

攻坚工作负总责，全县 8700名县乡村
干部投身脱贫攻坚一线，选聘400余名
村级“扶贫专干”专职从事扶贫工作，围
绕产业发展、五保集中供养等重点工作
成立 24个脱贫攻坚专班，成立了以县
四大班子主要负责人为组长的督查组、
20个行业单位分管副职任组长的业务
指导组，科学进行督导考评。

沃野泛新绿，幸福在流淌。唐河
通过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措,坚
持因户施策、一人一策的精准施策原
则,为有劳动能力和弱劳动能力、半劳
动能力贫困群众发展产业和促进就业
进行分类覆盖,为无劳动能力和丧失
劳动能力贫困群众找到了长效产业增
收措施。2019年,唐河县实施贫困户
个人项目1581户、530万元;村集体实
施项目350个、4113万元，两项带动贫

困群众年人均增收 600元以上；全县
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 3项以上稳定增
收来源。

脱贫紧锣密鼓，成效引人注目。
2019 年，唐河县完成脱贫 7451 户、
15021人，拟退出的 43个贫困村全部
通过了市核查验收，贫困发生率由
2018年的1.77%下降至0.56%，117个
贫困村均脱贫出列，脱贫工作成效显
著，为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 2020年如
期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言为心声。获得河南省脱贫攻坚
奋进奖的苍台镇脱贫户杨金枝说：“今
年这个冬天最暖心。我从贫困户到脱
贫户、从脱贫户到村干部、从村干部到
镇村扶贫人，完成了人生三级跳，还获
了奖，成了脱贫攻坚好政策的最大受
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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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教体局党
委坚决执行上级决策部署，及时印
发《示范区教体局关于切实做好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紧
急通知》，全面压实责任。实行局领
导、分包学区负责制，对辖区内的中

小学校、幼儿园和各类教育培训机
构督促指导到位，确保疫情防控工
作全面覆盖。开展相关科普宣传，
各校安排 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共
同把群防群控的每个环节抓细抓
实，进一步织密保护师生和群众生
命安全的“守护网”。 (时华)

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织密安全“守护网”

在当前防控新冠肺炎的战“疫”
中，新乡获嘉城关镇纪委落实工作
责任，强调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通过工作检验党员干部党性
认识，在疫情防控工作中落实“三到
位一处理”。即对参与疫情防控的
党员干部保护到位，鼓励在疫情防
控一线的党员干部大胆工作，认真
履责；对辖区各疫情防控工作站点
的党员干部提供口罩、酒精、帐篷等

必要的防护和生活物资，保证物资
到位；针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存在
的不够重视、作风不实、形式主义等
方面的问题检查到位，确保辖区各
工作站点认真履行职责；对检查中
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快查快办，形
成震慑。截至目前，城关镇纪委发
现值班人员工作责任履行不到位问
题2起，责任追究3人。

（宋斌）

落实责任 用铁的纪律助力疫情防控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连日来，
信阳市光山县公安局紫水派出所统一
思想认识、树立战时意识、强化工作措
施，响应《光山县公安局防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方案》，坚决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为防止、阻断外地疫情
向该县渗入、扩散，该派出所副所长裴
仁斌带领辅警在辖区大广高速光山疫

情检查卡口对过往车辆、人员进行严格
检查，并配合卫生部门重点对湖北方向
返回车辆进行消毒和隔离。同时，联合
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小区、行业场所、菜
市场进行检查、张贴公告宣传，提醒群
众加强自身防护，避免聚集造成交叉感
染，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为群众守
好“安全岗”。 （郑立端）

当前疫情形势严峻，新密市纪委
监委驻发改委组坚决扛起监督主责，
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疫情防控监督工
作。“严”字当头。严格落实驻在单位
在疫情防疫战的职能职责，确保履职
尽责；做好各项关键防控措施，尤其是
交通确保内防扩散，外防输入；强化疫
情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疫情防控情
况。落到“实”处。根据市直单位要

求，不定时走访驻在单位所分包社区，
督查严格落实防控措施，有效控制人
员流动，全力配合做好各项防控措
施。“细”处着手。要求各单位每天上
报在岗情况、一线卡点人员值班表，并
进行对照暗访督查。及时督促驻在单
位保证防控防疫细节，确保新密市物
资调配、物价监管、交通运输在打赢疫
情防控阻击战的保障工作。（于彩琴）

党建只有融入业务才能彰显其生
命力，为此,中国银行新乡分行党委因时
制宜，创新思路，积极将党建深度融入业
务。首先深化“党委+”效应，在融入示
范上下功夫。近年来，在新乡分行众多
大项目的营销中，党委以绩效进步、员工
幸福为己任，率先垂范，以上率下，带头
攻坚克难，发挥党委的排头兵和作用，为
各项业务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其次创新“党建+”思纬，在融入范
围上下功夫。把党建融入核心业务和战

略业务，融入业务发展的重要阶段，融入
工作中难啃的“硬骨头”，一个阶段一个
主题，一个活动一个目标，充分彰显了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组织的战斗堡垒作
用。同时丰富“党员+”活动，在融入内
涵上下功夫。充分发挥每个党员的政治
优势、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鼓励每个党
员在发展中全面释放个人潜能，开展不
同岗位、不同内涵的“三比三亮三评”活
动，形成“一个党员一面旗”的奋发向上
局面。 （王辉）

新乡中行创新思路 党建积极融入业务

聚焦监督主责 落实落细防控工作

为抓住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关
键时期，有效遏制疫情传播，新乡市
红旗区渠东街道全面动员、全面部
署、全面加强工作，把疫情防控工作
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该街道纪
工委不间断地深入辖区各个卡点及
隔离点疫情防控工作开展督导检
查。街道党工委结合纪工委督导反
馈意见多次召开工作部署会，进一
步压实责任，并对此次疫情防控工

作做出具体要求：严格按照疫情防
控卡点工作规范和工作人员要求，
开展值守工作；在辖区内发起募捐
活动，为疫情防控工作打好坚实的
物资保障基础；继续加大宣传力度，
利用喇叭、宣传车、LED等形式多样
的方法进行宣传，引导居民积极做
好防控；同时做好此次疫情防控中
的信息存档工作，以积累宝贵抗疫
经验。 （刘谦）

坚守初心保安宁 打赢防疫阻击战

防控疫情 全员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