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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 文化扶贫提振群众精气神

新 春 走 基 层新 春 走 基 层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葛高
远）“县行政服务中心排练了10个节目，

俺村排练了3个节目，中间穿插表彰好

婆婆、好媳妇、脱贫光荣户，宣讲党的好

政策，现场为村民发放‘福’字和新春对

联，这种帮扶单位与群众互动的文艺演

出，确实让人耳目一新。群众非常喜

欢。”1月29日，在洛阳市伊川县白沙镇

豆村党群文化广场，该村党支部书记赵

长伟说。赵长伟所说的文艺活动是伊川

县把文化扶贫作为提振群众精气神、提

高扶贫认可度的“迎新春干群大联欢”活

动的其中一项。

2018年12月以来，伊川县认真贯

彻洛阳市委以开展扶贫领域作风问题专

项治理为重点的“一转三推进”工作要

求，按照“九个一”大走访活动部署，创新

形式，选准“三个载体”，精心组织，力求

使扶贫帮扶接地气、聚人气、扬正气，让

群众更满意。

以送春联、送挂历为载体，扎实开展

大走访活动。伊川县安排专门资金，制

作春联、挂历各18万份，组织县四大班

子领导、各帮扶单位和镇村干部带着春

联、挂历，对全县所有农户逐户走访座

谈，察民情、解民忧、帮民困、暖民心。同

时，组织县书画名家、书法爱好者，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作为书写主题，累计为农村群众义

写春联14万副，加上帮扶单位和企业赠

送的春联和挂历，基本满足了全县群众

的春节需求。

以“迎双节”文艺大联欢活动为载

体，精心组织联欢活动。为形成脱贫攻

坚的强大合力，伊川县委要求对有帮扶

单位的129个村，由帮扶单位和群众共

同组织、共同参与；对没有帮扶单位的

230个村，通过乡镇和群众共同组织、共

同参与，红色文艺轻骑兵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文艺志愿活动，老年文艺

工作队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通过共

同组织、共同演出文艺节目，举办篮球

赛、乒乓球赛等体育活动，干部和群众打

成一片，营造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以召开返乡人士座谈会为载体，广

泛凝聚脱贫攻坚力量。借助在外人员

“双节”期间返乡机遇，邀请返乡人士参

加文艺大联欢活动，讲述创业经历，引导

家乡人民积极创新创业。同时，由村党

支部向返乡人士通报脱贫攻坚工作开展

情况和新一年工作计划，听取大家的意

见建议，分析家乡发展机遇，鼓励大家回

村任职或返乡创业，为家乡脱贫攻坚和

乡村振兴出把力。

截至1月30日，伊川县共举办“迎

新春干群大联欢”活动341场，编排演出

文艺节目4300余个，累计参加近40万

人次；送出春联、挂历50多万份，选树表

彰各类先进人物1100余人；召开返乡人

士座谈会180场。通过文化扶贫大走访

活动，进一步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

群关系，增强了贫困群众脱贫的信心和

决心，为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凝聚了力

量。

本报讯（记者杨青 通讯员刘聚
山）1月31日，一场由村民自编自演

的春节联欢会，在新郑市和庄镇河赵

村文化广场开演。

没有明星大腕，也没有华丽的舞

台，村民演员使出浑身解数亮出“乡

村好声音”，吸引了当地几千名父老

乡亲前来观看。河赵村党支部书记

陈建民介绍，为了这场演出，村民们

已筹备了两个多月，活动所需的道具

是村民自发捐赠或集资购买。

“乡村联欢会的举办，是一场实实

在在的文化惠民行动，不仅丰富了村

民的文化生活，彰显了文化自信，更诠

释了文化给乡村振兴带来的强大精神

动力。”新郑市和庄镇党委书记唐永刚

说。

1月29日，在夏邑县举行的2019年产业集聚区春季集中招工活动启动仪式上，30名由产业集聚区各企业评选出来的优秀员工获得

奖励。苗育才摄

本报讯（记者尹小剑 见习记者

李振阳通讯员陈世军史笑妍）“你们

每天起早贪黑，默默地为美化县城环

境无私地奉献着，是当之无愧的‘城

市美容师’。我们要把最温暖的问候

送给你们，请大家收下这点心意，并

祝大家新春快乐！”1月28日，罗山县

城区500名环卫工收到了来自陈氏

酒业、满堂红米业、星联置业等17家

爱心企业赠送的新年爱心大礼包。

“这个大礼包真实在，有米有面，

有菜有酒，领导的关爱和企业的心意

都在里边呢！”环卫工人王金元开心

地向记者展示刚刚领到的大礼包。

据了解，此次慰问活动由该县工

商联发起组织，共发放优质大米1万

斤、精制饺子粉5000斤、萝卜1.5万

斤，白酒100余件，总价值近10万

元。“这次我们送出的不仅仅是一袋

米、一袋面，更重要的是号召更多的

爱心人士和企业加入进来，用实际行

动为环卫工人传爱心、送温暖。”该县

工商联主席杨洁说。

本报讯（记者黄红立 通讯员王艳）

“看完《白发娘亲》和家风破败导致锒铛

入狱的惨痛教训，我不由得潸然泪下，作

为家庭一员，我一定要好好守住家庭这

道防线，多给他吹廉洁为民的枕边风，时

刻提醒他牢记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把

好家门关，做家庭助廉的支持者和参与

者。”嵩县闫庄镇党委书记史章栓的妻子

周兴利说。

1月30日，嵩县纪委召开“树立好家

风、当好廉内助”家庭助廉座谈会。全县

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人大主席

等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配偶、派驻纪检

组组长等16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的

贤内助共同观看了廉政微电影，并当场

签订“助廉承诺书”郑重地递交给参加会

议的洛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嵩县县

委书记徐新手中。

“开展家庭助廉活动，是我县廉洁家

风建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廉政文化

进家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关心干部、

爱护干部的一条具体措施。有利于促进

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家庭幸福安宁和创树

良好家风。”嵩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说。

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宗永
刚高寒杰）1月30日，濮阳市孟轲乡举办

了春节联欢晚会。台上，少儿舞蹈、广场

舞、戏曲联唱、小品等18个节目轮番上

演，精彩纷呈；台下，群众看得津津有

味，不时拍手叫好。

孟轲乡党委书记杜宗欣说：“今

年春节期间，孟轲乡群众文化生活丰

富多彩，乡里要举行民间文化展演活

动，全乡15个村实现村村办春晚。”

目前，孟轲乡15个村的春晚已

进入倒计时，区宣传文化部门和乡文化

站走进每个村进行指导。在惠寨村文化

广场上，寒冷的天气丝毫没有降低村民

们参加春晚排练的热情，大家每天都到

广场排练节目。“这一个月来我们每天晚

上一吃完饭就开始排练,我们的节目是

三句半《夸夸十九大》。”在东湖湾广场

上，魏小寨村20多名村民正在排练节目

备战春晚，村民王红印高兴地说。

本报讯（记者杨青）1月31日，记

者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

到，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我省出台

多项利好政策。返乡农民工初始创

业，取得工商、税务登记且有固定经营

场所，稳定经营6个月以上，带动当地

3人以上就业且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

动合同的，一次性给予创业者5000元

的创业补贴。

据悉，我省将对参加创业培训的

返乡农民工给予创业培训补贴，补贴

标准为1500元；对为农民工返乡创业

者开展电子商务创业实训的电子商务

平台企业和开展网络创业培训的各类

创业服务机构，按照每人最高不超过

10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电子商务

实训补贴；每扶持1名创业者成功开

办网店，且持续经营6个月以上、无违

法违规交易行为的，按照2000元的标

准给予电商平台企业和创业服务机构

一次性创业扶持补助。

此外，我省每年评选一批返乡农

民工创业省级示范项目，根据其项目

前景、带动就业等情况，给予一次性

奖补2万元~15万元。每年评选一批

大众创业扶持项目,每个项目给予2

万元~15万元的资助；评选全省返乡

农民工“创业之星”，被评定为“创业

之星”的，省财政给予一次性奖励1

万元。

多项补贴助农民工返乡创业
新春大礼包新春大礼包·· ··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 通讯员宇
娇）1月31日，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

解到，春运前10天（1月21日至1月

30日），全省累计发送旅客3140.64万

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15.90%。其

中，铁路发送旅客355.56万人次，同

比增长5.36%；民航发送旅客92.55万

人次，同比增长7.43%；公路发送旅客

2676.39万人次，同比下降18.65%；水

路发送旅客16.14万人次，同比下降

22.29%。高速公路方面，总出口流量

1678.49万辆，同比增长85.80%。

坐飞机的多了 乘汽车的少了
春运前10天旅客出行方式发生变化

新郑市和庄镇
乡村好声音
传递正能量

罗山
环卫工收到
爱心大礼包

濮阳市华龙区孟轲乡

村村办春晚 欢乐迎新年

嵩县

签下承诺书 当好贤内助

敬告读者

根据省政府春节放假的

通知精神，本报2月4、5、6、7、

8日停报，2月 11日（正月初

七）起恢复正常出版。祝读者

朋友新春愉快，万事如意！

本报编辑部

本报讯 （记者孙高成）1月 30

日，副省长武国定到省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中心调研，代表省政府慰问全省

动物疫病防控检疫人员，并召开座谈

会，听取我省畜牧兽医和动物疫病防

控专家对非洲猪瘟防控的意见建议。

在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武

国定先后调研了分子生物学检测室、

诊断试剂研究室、胶体金快检试纸研

究室、基因测序室、细菌学检测室、血

清学检测室、移动P3实验室、蛋白质

发酵表达纯化室等实验室的装备和工

作开展情况，并详细了解了非洲猪瘟

检测工作及中心其他工作开展情况。

武国定指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以来，全省上下一心，群防群控，尤其是

动物检疫检验人员始终坚守一线，防

控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春节期间，

各地各部门要看望慰问基层检疫检验

人员，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与温暖。

武国定强调，春节临近，人流、物

流叠加，非洲猪瘟防控一丝一毫都不

能放松，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坚决克

服松懈情绪和麻痹思想；始终保持严

防态势，坚持节日值守、常态检查、周报

制度；始终落实防控措施，切实做到“五

控一隔离”；始终抓住关键环节，着力抓

好运输、屠宰、加工三个环节；始终强化

防控体系建设，做到人员、资金、设备

“三到位”；始终保持生猪产业平稳发

展，准确研判形势，加强宣传引导，搞好

产销对接，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武国定在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时强调

强化春节期间防控措施落实
坚决打好非洲猪瘟防控这场硬仗

本报讯（记者田明 通讯员肖开
棪）1月31日，从2019年全省教育工

作会议上传来好消息，2019年我省将

坚持公益普惠根本方向，新建改扩建

1000所幼儿园。优化农村义务教育

学校布局规划，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

制学校900所，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

建设。做好“全面改薄”收尾工作，继

续加强城镇学校建设，增加学位供给，

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比例今年底要控

制在12%以内。

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长郑邦山

表示，我省将深入推动教育脱贫攻坚，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聚焦深度贫困县

和14个脱贫摘帽县，进一步改善贫困

地区学校办学条件，组织动员高校和

职业院校面向贫困地区产业需求进行

科研攻关、培养适用人才。

我省还将扎实做好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确保“应

入尽入”；同时，落实好随迁子女在当

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政策。

新建改扩建农村寄宿学校900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