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要坚持精准防控、科学防
控，不麻痹、不懈怠，我们一定
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百姓文化云是我省数字

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它架起

了市民与文化场馆之间的线

上桥梁，实现从“活动找观

众”到“观众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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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小平）全年新建 100个劳模产业扶
贫基地（项目），依托网络平台免费培养一批网红直播带
货主播，将工会经费向贫困县（市、区）工会倾斜……4月
6日，省总工会公布十条举措，再次“升级”全省工会系统
助力脱贫攻坚工作，开启工会扶贫帮困新模式。

为团结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脱贫攻坚主战场，省
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要支持贫困地区建设，深入开展劳
动和技能竞赛；发挥劳模引领作用，深化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6+1”行动；强化脱贫攻坚宣传引导，将劳模、“五一”
劳动奖评选向为脱贫攻坚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倾
斜。按计划，今年我省将新建劳模产业扶贫基地（项目）
100个，选树命名 30家劳模助力脱贫攻坚示范基地，引
领带动贫困群众依靠诚实劳动和努力奋斗脱贫致富。

针对如何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工会组织职能优势，省总
工会要求，要切实做好就业创业帮扶服务，鼓励各级工会因
地制宜帮扶贫困群众创业就业，推动形成工会借款、工会担
保（贴息）贷款和推荐贷款相结合的多元化创业促就业模
式。全年提供免费就业服务25万人次。要大力推动消费
扶贫，依托“快手”“抖音”等网络平台，免费培养一批网红直
播带货主播，帮助贫困地区增收脱贫。要健全完善困难职
工动态管理机制，持续做好困难职工送温暖、金秋助学等工
会品牌活动，整合公益慈善、社会组织、企业等各方力量，确
保2020年全省城市困难职工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省总工会要求，各级工会要压实责任、夯实基层基
础、完善工作机制，确保工会脱贫攻坚工作任务高质量完
成。要把脱贫攻坚工作绩效作为考核评价工会工作的重
要内容。要加强贫困地区基层工会组建工作，继续推进
货车司机、快递员等“八大群体”建会入会工作，实施农民
工及灵活就业群体建会入会项目扶持政策。要将工会经
费向贫困人口 5000人以上的 20个县（市、区）工会和未
脱贫的 52个贫困村所在县（市、区）工会倾斜，不断提高
工会扶贫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③6

我省工会十条举措
“升级”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记者 胡巨成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刘宏冰

一连几天，新县田铺大塆民宿合作社负
责人、“老家寒舍”主人韩光莹，都忙着招呼
信阳、郑州等地来的自驾游客人，把他们一
家家带到民宿安顿下来，再把他们领到几家
餐馆分散用餐。

“田铺大塆灯光秀的消息一传出，我们
的民宿预订特别火爆。根据疫情防控要求，
防止游客过多造成聚集，我们推掉了很多订
单。”4月 7日，韩光莹说，“相信随着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游人会越来越多。”

今年 3 月底，“老家河南”美好春游季
（新县站）暨大别山（新县）全域旅游文化节
启动，以“春归赏花济·华灯映小康”为主题
的田铺乡田铺大塆灯光秀如期上演。

“夜游田铺”活动一开启，村民韩林和老
伴儿就把烧烤摊支在了村口地灯戏场东边
的大片油菜花海旁。华灯初上，游人三三两
两过来，老两口儿忙碌起来。

在县城做了五六年夜市烧烤生意，看到老
家田铺大塆人气越来越旺，韩林便在去年“十
一”前关了在县城租的店，回来摆起了烧烤摊。

“真的不敢想，俺这山旮旯里的夜市也
越来越红火，像这样下去，一个月挣个万儿
八千没问题。”翻烤着节能炉上的面筋、烤肠
和玉米，韩林乐呵呵地憧憬着幸福生活。

夜色渐浓，大红灯笼亮起来，熊熊篝火
燃起来，皮影戏演起来，广场舞跳起来，幸福

的歌儿唱起来……往日寂静的深山小村沸
腾起来，文化广场上、村舍小巷中、风雨廊桥
下、美食摊点前、花灯彩车旁，戴着口罩看灯
的游人走走停停，手机拍不停，美景看不
够。土墙黛瓦的农家小院，在灯光的映衬下
越发显得温馨，让人恍如身在梦里老家。

“疫情防控仍然不能松懈，我们不仅采
取了游人入村限制措施，还在入口处安置了
红外线体温检测自动报警装置。一时不能
到场游玩的朋友也不用着急，县里同步开通
了多个云直播平台，灯光秀也会常年开放，
成为田铺大塆乡村旅游的一张新名片。”田
铺乡乡长汪卫东说。

“田铺大塆的夜景太美了！全国各地走
了很多地方，灿烂辉煌的夜景我也见了不
少，没想到这个深山小村的夜晚会如此震撼
迷人！”发起“万车自驾游新县”的郑州在路

上汽车文化公司总经理张建伟高兴地说。
锣鼓铿锵，光影跳动，豫南皮影传唱着

古老传奇；悠扬丝弦，水袖飞舞，地灯戏演绎
着豫风楚韵；风雨廊桥，灯谜高悬，只言片语
品味着智慧人生；村口广场，篝火熊熊，伴着
欢快的音乐，人们翩翩起舞，尽情享受美好
的时光……

“我们在改造好保护好传统村落的基础
上，去年年底上马了田铺大塆亮化工程，就
是想开启山村‘夜经济’，打造乡村旅游升
级版，推动乡村富起来、美起来、强起来，通
过突出品牌引领，完善旅游综合服务，不断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带动更多的农民增收致
富奔小康。”新县县委书记吕旅充满希望地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别山丰富的

‘红’‘绿’资源开发利用好了，老区群众有享
用不尽的财富。”③5

□本报记者 郭海方 本报通讯员 王会锋

“不能想着形势好了，管理就放松了；对
进店的人，不管是谁，都要测量体温，一个也
不能漏，真正做到复工、防疫两手硬！”4月 2
日，陈阿丽在检查漯河市大润发超市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时对商超负责人说。

陈阿丽是漯河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
社员、漯河市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办事处副
主任。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省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应急响应，陈阿
丽和办事处其他干部一样，迅速返回单位
参加战“疫”。作为马路街街道疫情防控指
挥部副指挥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阿丽既要
配合领导谋划安排街道的整体防控工作，
又要完成分包片区的防控任务，春节以来
的这两个多月，她几乎一天也没有休息过。

街道社区是城市防疫一线。如何织密
织牢疫情防控网？在马路街街道疫情防控
指挥部的墙壁上，“马路街街道区域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现状图”格外显眼。图中，不同
的区域分门别类，以红、黄、蓝、绿、白5种不
同的颜色显示，还清晰标注有辖区内疫区返
回人员、发热人员等重点信息。“借助这张

图，我们对辖区的疫情防控实行五色分层管
理，落实一户一档，实行网格化监控，按流程
操作，使得辖区疫情防控工作更加精准。”陈
阿丽说。

翔实的数据来自精细的工作和深入的
摸排。为了获得第一手资料，陈阿丽走遍辖
区的每一个社区、企事业单位，全面了解辖
区疫区返回人员信息及防控物资、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在查清了基本信息后，街道迅速
落实了重点人群点对点对接、重点防护对象
一日一报制度，建立了人员基本信息清、身
体健康状况清、辖区防控总数清“三清报表”
机制，实现了排查不漏一人，有力促进了街

道和社区的联防联控、群防群控。
在街道社区实行全面封闭管理后，陈阿

丽还同社区人员一道当起了义务“外卖员”
“快递员”，帮助众多居民解决了那段特殊时
期的生活难题。

陈阿丽还结合防控工作实际撰写了《关
于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层工作负担的
建议》《境外返漯人员集中隔离费用自理的
建议》等多篇社情民意信息，为党政部门科
学抗击疫情提供了参考。

“只要坚持精准防控、科学防控，不麻
痹、不懈怠，我们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
阻击战！”陈阿丽坚定地说。③8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昨天我们推出了渑池果园乡李家村
的杏花‘云赏花’视频，不到一小时就吸引
了 1000多人在线欣赏，还激发了不少观
众即兴创作诗歌词赋。”3月 31日，百姓文
化云平台工作人员曹银娜说。

百姓文化云是我省数字公共文化服
务平台，主要功能是发布全省各级文化场
馆的文化活动信息。它架起了市民与文
化场馆之间的线上桥梁，破解市民信息不
对称问题，实现从以前的“活动找观众”到
如今的“观众找活动”。

“疫情发生后，百姓文化云及时调整
服务策略，对接省内各级文化场馆和文
艺院团，将优秀抗疫作品及时进行线上
展播，展现大家共克时艰、积极向上的
风貌。”曹银娜说，该平台积极拓展直播
功能，与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联合开
展“优秀舞台剧目展播”活动，在线直播
了 13 场近年来我省获得国家重要奖项

的舞台剧目。“自从推出线上演出后，百
姓文化云的粉丝量增加了好几万。有些
原来不太爱看戏的人，通过观看线上演
出发现戏曲之美，未来可能成为走进剧
场看戏的潜在观众。”

为保障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我
省各级文化部门在疫情防控期间积极创
新路径，推出“云授课”“云打卡”“云观展”
等“云服务”形式，在培育观众群的同时，
不断开拓业态新领域。

几天前，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
厅联合开展“豫戏云上大练兵”活动，依托
戏缘 APP、抖音平台，以“互联网+文艺”
的方式鼓励广大文艺工作者用短视频手
段秀才艺、展形象，做到特殊时期练功不
间断、项目策划不停歇、剧本研讨不停顿，
为复工复演闪亮登台做好充足的准备。

疫情防控期间，河南博物院、郑州博
物馆等博物馆纷纷从“线下”转战“线上”，
从局限于展厅看展到3D全景式展厅静态
展览到线上直播讲解看展，考验着博物馆
不断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省图书馆、
省少儿图书馆则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开
放共享读书资源，在微信群推行“阅读打
卡”等方式吸引大家“悦读”。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云服务”
破解了区域资源不足、观众实地欣赏时空
距离限制等问题，有效增强了观众与演出
者的互动性和体验感，而艺术家们也意识
到要化危为机，这对文艺工作的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是有益的尝试和推动。③4

深山小村夜璀璨深山小村夜璀璨

基层亮点连连看

“特殊作业”“特殊时期”代表委员的

新故事“云数智”
抗疫下的

漯河市政协委员陈阿丽：

五色管理 精准战“疫”

“云服务”让百姓尽享文化新生活

本报讯（记者 成利军）“美得人心都醉
了！”4月 7日，洛阳游客林嘉漫步在黄河小
浪底樱花林间时兴奋地说：“在洛阳低头看
牡丹花开富贵，在这里抬头看樱花美若云
霞！”当日，第十届樱花节在黄河小浪底盛装
启幕。

在黄河小浪底建管局、济源示范区、孟
津县黄河两岸三方的多年努力下，黄河小浪
底水利枢纽大坝下游湿地不仅变得植被茂
盛，而且以樱花为主，形成了樱花园和樱花
岛。樱花岛占地十余亩，种植有 3000余株
樱花树，日本晚樱、中国红樱、云南樱、高桩
樱、红叶樱等樱花品种达 20余种。记者看

到，大多数已完全开放，纯白、粉红、绛紫等
颜色次第展开，在清澈的黄河水和小浪底红
色大坝的映衬下，更是美若仙境。

记者了解到，本届樱花节将疫情防控
放在首位，对小浪底爱国主义教育展厅等
容易产生人流聚集的场所暂停开放，仅开
放占地达 10平方公里的坝后公园湿地，对
所有入园游客实行扫码网上预约，严格控
制入园人数。

据介绍，黄河小浪底樱花节作为沿黄河
流域一个颇有特色的旅游节庆品牌，曾荣膺

“中国最负国际盛名休闲旅游节庆”称号，并
入围“美丽中国品牌节庆榜”。③4

小浪底喊你“码上”来赏花

游客在樱花园内拍照。⑨3 本报记者 成利军 摄

田铺大塆华灯初上。⑨3 刘宏冰 摄

（上接第一版）

消费扶贫助力
各地购销贫困地区农产品 22.1亿元

“我现在在光山县马畈镇中寨村的草莓基地里为各
位直播，想吃的朋友尽管下单。”2月份以来，光山县政府
党组成员邱学明格外忙碌，因疫情滞销的蔬菜、水果等农
产品，都成了他在电商平台的直播对象。

疫情发生后，省脱贫攻坚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河南
省消费扶贫 2020年工作要点》《关于积极应对新冠肺炎
疫情促进贫困地区农产品销售的通知》等，大力开展“互
联网+ 战疫情 促销售 助脱贫”、扶贫产品认定、电商扶
贫行动、“县长直播带货”等活动，消费扶贫成效斐然。

“目前，我省大部分地区受疫情影响的农产品基本销
售完毕，全省各层级购买、销售贫困地区农产品 22.1亿
元。”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全省还认定扶
贫产品15250个、供应商4870个，涉及141个县，总价值
约217.69亿元。

项目建设发力
全省扶贫项目开工率达 94.75%

持续多日的疫情，是否迟滞了我省各地扶贫项目的
建设进度？“影响肯定有，但从各项数据看，并不是很大。”
省扶贫办开发指导处处长施保清告诉记者。

今 年 ，我 省 安 排 扶 贫 项 目 19807 个 ，投 资 总 额
254.30 亿元。目前，已开工建设 18768 个，开工率达
94.75%；安排各项资金 156.15亿元，已支出 39.68亿元，
支出率为25.41%。

疫情发生以来，我省相关职能部门简化流程、提高效
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扶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的影
响。“比如，对200万元以下自建的基础设施项目，可以不进
行招标；对具备开工条件的抓紧开工，一时达不到开工复工
要求的提前备工备料；对不具备开工条件的，通过网上办公
做好项目立项、审批等准备工作。”省扶贫办相关负责人说。

金融扶贫方面，我省也持续发力。今年年初以来，全
省扶贫小额信贷累计新增贷款6.3511亿元，涉及1.6039
万户。③6

我省脱贫攻坚开启“加速度”

本报讯（记者 樊霞）记者4月 7日从省财政厅获悉，
省财政近日下达 2020年第二批省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资金1.44亿元。至此，今年以来省财政已累计下达资金
78.57亿元，用于支持全省各地开展困难群众救助工作。

据省财政厅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第一批困难群众
救助补助资金已预拨 77.13亿元，由各市县统筹用于发
放低保金、特困供养金、孤儿基本生活费，解决困难群众
以及疫情防控期间部分群众面临的突发性、紧迫性、临时
性生活困难问题，确保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疫情影
响。据了解，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省财政今年推出多种
举措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 2020年 1月 1日
起，我省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月不低于
520元提高到 570元，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从每人每
年不低于3860元提高到4260元。特困供养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按不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1.3倍同步提高。

扩大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从 2020年 1月 1日
起，我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补贴按照孤儿基
本生活养育标准进行足额保障，其保障标准为社会散居孤
儿每人每月950元、集中养育孤儿为每人每月1350元。

调整低保标准量化指标。结合我省实际，省财政适
时调整我省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量化指标，将城乡最低生
活保障标准从原有的按照上年度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
25%—35%确定，调整为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上
年度当地人均消费支出 25%—40%确定、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按照上年度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 25%—45%
确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适当提高保障标准。

据悉，目前我省共有 317万名城乡低保对象、50万
名特困供养救助对象、2万名孤儿和1.9万名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等困难群众。③6

我省下拨78.57亿元
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