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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下午，省政府新

闻办举办我省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三十九场新闻发

布会。发布会透露，我省近期

将开展“春满中原”促消费惠民

利民百日行动，重燃居民消费

热情。

“春满中原”系列行动是

河南商务系统为促消费而推

出的一揽子行动计划，通过举

办一个个单体活动，持续活跃

消费市场，稳定消费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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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李新安）
3月 21日，副省长武国定到中国一拖集团调研农机装备制
造产业发展情况，并召开座谈会。

武国定详细了解了产品研发、农机发展历程和拖拉机
装配线情况。他指出，一拖集团要抓住国家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机遇，加快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打造世界一流的
农机装备制造服务企业。

武国定指出，打造世界一流的农机装备制造服务企业，一
拖集团有基础、有条件、有市场、有机遇。要加强新产品研发，
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出更多有市场竞
争力的新产品。要提升成套装备集成水平，解决好“一机多
用”问题，提高农机使用效率。要创新营销模式，通过租赁经
营、服务总承包等模式，实现由卖产品向卖服务转变。要扩
大对外开放，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合作。要加强政企研合作，组织多种形式的科研、
产销对接活动，完善售后服务，不断提升企业竞争力。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3 月 23 日，
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获悉，目前全省
各地客运班线逐步恢复运营，均已开
通县际班线，部分地方开通县内班线、
市际班线、省际班线。

按照我省“分区分级科学有序恢
复城乡道路运输服务”的要求，近期各
地有序恢复部分公共交通运营。截至
3月 22日，全省407家、11642家道路
客运、货运企业分别复工复产319家、
7331家；全省现有93条省际班线，646
条市际班线，1462条县际、县内班线恢
复运营，春节后累计投入车辆 7.2941
万台，完成客运量112.3657万人次。

目前，全省高速公路391个收费站、
130对服务区均正常运行。全省高速公
路通行正常，无拥堵和车辆滞留现象。

此外，我省各地市均提供公交车
服务。春节后，全省累计完成返岗客
运 包 车 1.9802 万 趟 次 ，定 制 公 交
3064 班 次 ，运 输 返 岗 人 员 共 计
49.1197万人次。

记者还从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了解到，铁路部门对郑州至焦
作、郑州至新郑机场、郑州至开封等多
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票价实行打折
优惠，最大折扣幅度为 5.5 折，将从 3
月25日起陆续实施。③4

本报讯（记者 陈辉）3月 22日，记者从省通信管理局
获悉，今年前两个月，全省电信业务总量保持快速增长，完
成 1219亿元，同比增长 43.5%。电信业务收入完成 118.6
亿元，同比增长 2.7%。量收规模均居全国第 4位，增速分
别比全国平均水平高6.9个、1.2个百分点。

今年以来，全省电信业在做好疫情应对的同时持续加大建
设投入，已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5亿元。网络能力不断提升，全
省4G基站达到29.5万个，居全国第5位，同比增长46.3%。互
联网省际出口带宽达到 38359G，居全国第 4位，同比增长
30.6%。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达到4752.8万个，居全国第6位。

全省宽带用户增势良好，融合业务加快发展。全省互联
网宽带接入用户、4G用户新增数分别居全国第2位、第3位。
互联网用户总数达到10909.6万户，居全国第4位。IPTV用
户达到1794万户，居全国第5位，同比增长12.1%。物联网用
户达到7027万户，居全国第7位，同比增长75.8%。

同时，全省手机上网流量资费同比下降21.3%。手机上
网流量达到14.1亿G，同比增长46.9%。全省100M以上宽
带用户占比和4G用户渗透率分别达到89.7%、82.4%，分别
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7个、2.5个百分点。③9

前两月我省电信业务总量
同比增长43.5%

本报讯（记者 栾姗）3月23日，省发展改革委下发了《决战
决胜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通知》，根据不同类型、规模安置点的
特点，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措施，确
保每一个安置点、每一位搬迁群众都能获得及时有效的帮扶。

据介绍，我省以迁入人口数量为标准，划分特大型、大
型、中小型、微型及分散安置等5类安置区，分别实施不同类
别的精准帮扶措施：对于迁入人口1万人以上的特大型安置
区，省级将研究制定专项帮扶工作方案；对于迁入人口2000
人以上的大型安置区，市级层面要统筹整合相关部门政策资
源予以帮扶，一揽子解决产业就业、社区管理、社会融入等后
续发展问题；对于100人至2000人的中小型安置点，县级层
面也要制定帮扶工作方案，通过建设扶贫车间、产业基地，依
托已有工业园区、旅游景区等，吸纳搬迁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对于100人以下的微型安置点，要结合当地资源禀赋培育发
展后续特色产业，盘活迁出区土地资源，拓展搬迁群众增收
渠道；对于分散安置的搬迁群众，要按照“一户一策”的要求，
建立跟踪帮扶机制，确保全部纳入扶持范围。

此外，为切实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重心全面转向后续扶
持，我省将对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实际入住情况和后续扶持措
施落实情况进行挂牌督战，确保高质量完成目标任务。③9

提振消费、创业帮扶、以E
抗疫

省商务厅副厅长李若鹏在发布会上介
绍，“春满中原”行动将聚焦“数字化转型、
商超促销、电商带动、餐饮转型、汽车消费、
农产品上行”等重点，通过“政府搭台、企业
唱戏”，确保周周有活动、月月出亮点，百日
见成效。

此次百日行动分三个阶段进行：3月
主要以线上促销为主，共安排 6 项活动。
前期已经举办了河南抗疫助农乡村电商培
训公益课、“互联网+战疫情、促销售、助脱
贫”线上签约等多项活动。3月 24日，省

商务厅还将携手知名电商平台，联合全省
重点零售企业，举办“周周见一元狂欢购物
节”活动启动仪式，活动持续一个月。

4月共安排 9项活动，线上线下结合。
重点举办千家商超联合打折促销惠民活
动，在全省组织一批骨干企业，联合开展打
折促销；举办“抗疫情、惠民生”汽车大酬宾
活动，促进汽车消费；举办河南线上品牌馆
启动仪式，通过线上渠道与消费者实时互
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

5月将丰富线下活动，打造新的消费
场景。计划通过开展“消费促进月”活动，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推进消费升级，促进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

郑州大型商场、连锁超市已
全部复工

作为全省消费的风向标，郑州市的消
费情况备受关注。当天的发布会上，郑州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郑州市除负面清
单外的所有行业均已恢复正常经营，全市
大型商场、连锁超市复工率已达100%。

据了解，作为消费的“暖场”之作，郑州
上周举办了“春暖郑州”网上购物节，通过“互
联网+N”模式，汇聚饿了么、京东到家、UU跑
腿等九大线上平台，联动全市重点商超、汽
车4S店、品牌餐饮企业、消费品制造企业、
特色农产品企业，开启消费新模式，让市民
足不出户，乐享“云端”实惠购物新体验。

下一步，郑州将进一步研究制定商贸
领域促进消费增长若干措施。组织策划系
列消费促进活动，在支持龙头企业发展、创
建特色商业街区、建设社区便利店、发展新
业态和首店引进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促

进全市商贸流通业提质扩容。
同时，举办“醉美·夜郑州”系列活动。

重点打造二七广场、千玺广场、花园路等区
域性夜消费集聚区商圈，差异化打造德化
步行街、农科路酒吧休闲街、海马海汇中心
等一批特色夜消费街区，形成“夜郑州”消
费地标。

河南六成多餐饮企业已复
工开业

3月 19日，郑州餐饮业有序开放堂食
业务。作为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目前
河南省餐饮企业复工开业情况如何？如何
保障消费者和员工的健康安全？针对上述
问题，发布会亦给出了明确答案。

目前，河南省已有六成多的餐饮门店
复工开业，预计随后开业率将迅速提升。
各地堂食服务都建立了一套符合防疫要求
的管理规范，不仅严格测温、登记、消毒、通
风，而且大厅隔桌坐、餐桌隔位坐，公筷分
食，餐厅一拨儿客人走后，对餐桌餐椅严格
消毒后再接待下一拨儿。

此外，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还
与河南集菜电商公司、河南万邦、丹尼斯签
订合作协议，开展食材采购、仓储配送等餐
饮行业供应链合作，保证食材质量，降低运
营成本。

值得期待的是，疫情结束后，河南省餐
饮与饭店行业协会将积极开展创建美食街
区、特色美食文化夜市活动，并组织举办“向
世界发布河南菜”和“烹饪厨艺大赛”“美食
嘉年华”等一系列活动，活跃餐饮市场，为群
众提供优质、美味、多样化的餐饮品种和服
务，提高河南餐饮的知名度和影响力。③9

我省分区分类
强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

加快农机装备产业转型升级

我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十九场新闻发布会召开

以百日行动重燃居民消费热情
□本报记者 赵振杰

新闻1+1

全省交通秩序逐步恢复

县际客运班线全部开通

本报讯（记者 卢松）3 月 23 日，记者
从省民政厅了解到，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指挥部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切
实做好对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造成监护缺
失儿童的救助保护工作。

通知要求，加强对各村、社区儿童监护
情况的全面摸底排查，及时发现报告父母
或其他监护人确认感染、疑似感染或需隔
离观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因防疫工作需
要以及其他因疫情影响不能完全履行抚养
义务和监护职责的儿童。

卫生健康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对确诊
收治或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的对象，首先
询问其监护对象情况，对存在儿童监护缺
失情形的，要及时向其所在村（居）民委员
会、工作单位或同级民政部门通报。村
（居）民委员会要主动了解本辖区确诊收
治或需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对象家庭的儿
童监护情况。各地要开通儿童救助保护
热线，发挥“12338”妇女维权服务热线的
发现、报告和转介作用。鼓励居民发现儿
童脱离监护的情况并及时拨打热线进行
报告。

在落实监护照料方面，实施包干到人，
确保关爱到位。督促监护缺失儿童的父母
（监护人），做好委托照料工作。对没有人
可以委托照料的，由村（居）民委员会临时
照料。对确有困难的，由儿童居住地县级
民政部门承担临时监护责任。

监护缺失儿童有接触史或身体状况不
明的，由所在地民政部门、乡（镇）人民政府
（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协调卫生
健康部门安排到当地定点医疗卫生机构检
测。对定性为确诊病例或疑似病例的，要
优先安置到定点医疗卫生机构就诊救治。
开通绿色通道，确保确诊或疑似感染儿童
第一时间接受治疗。

在疫情防控期间，对因疫情影响导致
生活陷入困难的儿童及家庭，要及时按规
定给予临时救助。符合条件的，及时落实
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确保其基本生活得
到有效保障。

在提供生活照料的同时，要对监护缺
失儿童给予重点关怀。支持社会工作者、
法律工作者等专业人员针对不同年龄段的
儿童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亲情陪伴等
服务。各级教育部门和各学校要加强对监
护缺失适龄儿童居家学习的指导与服务，
确保“停课不停学”。③8

□本报记者 赵同增

“妈妈，向您报告，您的‘春蕾’在武汉
战‘疫’前线绽放了！”3月 22日晚上，从武
汉青山方舱医院凯旋的我省第五批支援湖
北医疗队队员、卫辉市中医院护士徐林倩，
拨通了全国人大代表买世蕊的电话，自豪
地向“妈妈”报平安。

懂事的徐林倩怕“妈妈”担心牵挂，2月
9日抵达武汉起就一直刻意“隐瞒行踪”，安
全返回后才小心翼翼地“透露消息”。饶是
如此，电话那头的“妈妈”马上就带了哭腔，
关切心疼之情溢于言表：“傻闺女，你咋才跟
妈妈说？等你隔离结束，妈妈马上去看你！”

电波传递着浓浓的母女情。但 57岁
的买世蕊和不到 22岁的徐林倩没有任何
血缘关系。她俩的故事要从16年前说起。

徐林倩老家在卫辉市城郊乡徐堤村，
十几年前全家务农为生，爷爷奶奶常年多
病，家庭条件非常困难，因此父母迟迟不愿
给她报名上小学。

当时还是省人大代表的买世蕊，在调
研时发现不少农村女童因为家庭贫困不能
上学。2004 年 5月，买世蕊为 40名女童
交了学费，添置了校服和文具，在卫辉市后
河镇小学成立了我省第一个以个人名义资
助的“世蕊春蕾女童班”。

当年的小林倩，就是40朵“春蕾”中的

一员。和其他“春蕾”一样，她们都亲热地
把买世蕊喊作“妈妈”。

徐林倩说，“妈妈”隔三岔五就来看望她
们，送来新衣服、新文具和零食、零钱，还让她
们率先用上了计算机。每逢寒暑假，“妈妈”
还会把大家接到新乡市区，带她们参观军
营，陪她们游览公园，教她们参与公益。

年复一年，在买妈妈的悉心照顾下，朵
朵“春蕾”茁壮成长，2016年全部走进大学
校门。

徐林倩考上了鹤壁职业技术学院护理
专业，在校期间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优秀辅导员助理”等荣誉，并于2019

年7月毕业，成了卫辉市中医院的一名护士。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徐林倩积极“请

战”要求到战“疫”最前线。2月 9日，她作
为河南省第五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抵达
武汉。

“我是 B 舱 1区的责任护士，负责 40
名病患的日常护理。”徐林倩穿上厚厚的防
护服，“全副武装”地走进青山方舱医院。

在她和同事们的精心帮助下，一位位
病患先后战胜病毒，带着感激之情走出方
舱医院。

徐林倩在抗疫一线的突出表现，得到
了病人和同事的一致赞誉，也通过了支援
湖北医疗队临时党支部的考验。3 月 16
日，徐林倩“火线入党”。

16年来，买世蕊为呵护“春蕾”倾注了
大量的精力感情。在春蕾女童班之后，买
世蕊把资助对象扩大到留守儿童，又开办
了多期“世蕊爱心班”，如今，她帮助过的孩
子已超过500人。

“没有‘妈妈’的支持鼓励，我的人生将
是另一番景象。”徐林倩把“妈妈”的恩情记
在心间。她不断提高业务能力，准备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进修，要做出一番成绩给“妈
妈”看。

“我要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在奋斗中
让青春之花绚丽绽放，这是我对‘妈妈’最
好的‘回报’！”徐林倩说。③9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印发通知

对因疫情造成监护缺失
的儿童加强救助保护

武汉绽“春蕾”报得三春晖

徐林倩在武汉青山方舱医院的留
影。卫辉市中医院供图

本 报 武 汉 前 方 报 道

组 记 者 随 同 我 省 第 五 批

支 援 湖 北 医 疗 队 返 豫 隔

离休养。这几天，医护人

员 隔 离 休 养 生 活 咋 样 ？

记者为您来探访。

（本报记者 李凤虎）

返豫医护人员
隔离休养生活咋样？

扫描二维码
看更多内容

鲁山县仓头乡孙湾村山间的梯田层层叠叠，连绵不绝（3月23日摄）。该县坡耕地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项目是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
程，去年以来，当地高标准完成坡耕地改梯田3428亩，把治理水土流失与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脱贫致富相结合，实现了综合
治理的目标。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平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梦珂）3
月 23日，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深入到挂牌督战县虞城县，
实地察看了春发食品、正邦集团、利民镇中学和冯庄村扶贫
车间等处，详细了解金融、产业、教育、医疗扶贫等情况，并
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

在座谈会上，谢玉安肯定了虞城县脱贫攻坚取得的
显著成效。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讲话精神
上来，统一到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上来，担当作
为、加力实干，确保脱贫成果让人民满意；要补齐问题短板，
紧盯脱贫户、边缘户、监测户存在的突出问题，精准施策、重
点攻关，防止返贫反弹；要加快沟通衔接，抢抓财政、金融、
土地、兜底等政策机遇，谋划项目、加大投入，破解实践难
题；要加大攻坚力度，围绕优化城乡产业布局、做强集体经
济、激发农村人才创新活力、提升基层组织力，带领群众一
道攻克难关，确保脱贫可持续、有后劲。③8

提站位补短板攻难关
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圆满完成坡地变梯田

本报讯（记者 尹江勇）3月 23日，记者从省科技厅获
悉，科技部火炬中心近日公布了 2020年第一批共 29家国
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其中,我省的郑州中牟汽车特色产业
基地、商丘梁园生物医药与运动健康特色产业基地入围。
截至目前，我省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总数达到 15家，位
居全国第六、中部第二。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以下简称“特色产业基地”）是针
对国家鼓励发展的细分产业领域形成的具有区域特色和产业
特色、对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显著支撑和带动作用的产
业集聚区。郑州中牟汽车特色产业基地是全省最大的动力电
池研发、生产基地。商丘梁园生物医药与运动健康特色产业
基地大力发展运动服饰、健身器材、健康食品等运动健康产
业，已集聚相关企业130余家，拥有省级以上研发机构12个。

省科技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省科技厅将加强引导
特色产业基地高质量发展，支持基地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
更好地发挥基地在区域经济和行业中的辐射带动作用。③9

我省新增两家
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