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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赵少
辉）5月8日，记者来到濮阳县习城乡徐寨

村芦荟种植基地，只见一座座排列整齐的

塑料大棚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多亏村里发展扶贫产业，让我把土

地承包出去，不仅一亩地每年稳收800元

租金，还能长年在这再干点零活挣一份工

资，一个月能挣一千多元，现在我家已脱

贫，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过越好。”正在芦

荟种植大棚内除草的王治良老汉满意地

说。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濮阳县始终把

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和民生工

程，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县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尽锐出战、勠力攻坚，脱贫攻坚取

得了决定性进展，2019年5月9日，河南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33个县退出贫困县序列，濮阳县名

列其中，实现了高质量脱贫摘帽。脱贫摘

帽后，为全面完成剩余减贫任务，防止产

生新的致贫返贫，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果，

濮阳县不松干劲、不降标准，严格落实脱

贫摘帽不摘政策、不摘责任、不摘帮扶、不

摘监管“四个不摘”的要求，持续用劲发

力，补弱固效保态势，做到实干劲头不减、

财政投入不减、驻村力量不减、增收措施

不减、动力合力不减“五个不减”，频道不

换、靶心不散、力度不减，持续下足“绣花”

功夫抓扶贫，全力以赴向脱贫攻坚发起最

后总攻。

今年以来，面对突发新冠肺炎疫情

对脱贫攻坚工作带来的严峻挑战，濮阳

县精准施策，对因受疫情影响存在困难

的个别群众开展了针对性的帮扶，确保

了贫困群众正常生产生活。同时，积极

组织有外出务工意愿的贫困劳动力务工

就业，点对点提供就业帮扶，并积极支

持推动当地工厂企业、扶贫车间、农业

产业化企业在做好科学防控的前提下尽

快复工复产，吸纳贫困群众就近就地就

业。还积极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农产品生

产滞销和农产品运销不畅的问题，通过

消费扶贫、电商扶贫、产业扶贫等拓宽

销售渠道，多渠道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

产品，确保贫困群众增收不受疫情影

响。

本报讯 （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张庆
元吴双）“在这里吃得饱住得暖，还能洗

上热水澡，如今真是住得不想走了！”5月

7日，一谈起入住的幸福大院，家住南阳

市宛城区瓦店镇的68岁残疾人贫困户白

秀荣高兴得合不拢嘴。随着宛城区全面

推进特殊困难群体“四集中”兜底保障工

作，越来越多像白秀荣这样的困难群众

纳入集中供养范围，生活从此有了根本

保障。

精准排查，让特困群众应养尽养。

今年以来，宛城区将村级幸福大院集中

托管、乡镇敬老院集中供养、社会福利机

构集中托养、医养结合集中康复“四集

中”兜底保障工作作为脱贫攻坚工作重中

之重，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审批、区级备

案”的申报程序，组织对“三类人员”中“六

种情形”人员再排查、再澄底。截至目前，

全区共排查特殊贫困群体1170人，其中

特困供养人员379人、重度残疾人330人、

重症慢性病人员126人、失能半失能人员

221人、孤儿12人、孤寡老人102人；区、

乡规划改造提升兜底机构52家。

整合资源，幸福大院为幸福买单。

今年以来，为了让所有特殊困难群众实

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该区依托空闲村

部、校舍等改扩建的村级幸福大院，针对

建档立卡贫困群众中有自理能力、半自

理能力的独居老人和分散特困供养人员

等实行就近托管，灵活多样，因人施策，

确保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不掉

队。目前该区已经改造提升村级幸福大

院37家。

医养结合，为特困群众保驾护航。

该区还通过让设施齐全的医疗养老机构

接纳特殊困难群众进行集中供养的方

式，来确保特殊贫困群体生活有保障，生

活有质量。

随着该区医养结合模式的全力推

进，越来越多的医疗养老机构开始承担

起特殊困难群众集中供养工作，通过采

取医养结合、购买服务、集中康复等方

式，越来越多的群众实现了老有所养、老

有所医。目前该区已规划改造提升精神

病院两家，残疾人康复中心1家，乡镇医

养结合康复中心4家。

5月10日，襄城县湛北乡党委书记赵丹在中原西瓜第一村——尚庄村农户的西瓜大棚进行网络直播，帮助瓜农推介袖珍型西

瓜。短短30分钟的直播结束后，当天采摘的1万斤西瓜被销售一空，瓜农收入5万余元。 本报记者 宋广军 通讯员 古国凡 摄

本报讯（记者黄华通讯员曹要强
白贺阳）“亲们，这里是驻马店市上蔡县

籽粒村玫瑰庄园，我们今天直播义卖带

货，请点击关注，慧慧将会给大家带来

意想不到的福利。”5月8日，上蔡县籽

粒村首届玫瑰文化节现场，一个由农

民、小商贩、留守妇女等组成的“草根直

播团”引来众人围观。

“草根直播团”负责人花姐介绍，其

团队有30多人，平均年龄40岁。

“咱农民辛辛苦苦地里刨食，挣俩

钱不容易，一旦遇上滞销、卖不上好价

钱，咱一年的辛苦全白费了。”花姐说。

2019年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花姐亲

眼看到南宁的农民直播团队通过网络

直播售卖柑橘，在两个小时内达100多

万元的销售额。

回到上蔡以后，花姐的心就变“野”

了，“我要做直播带货”的想法和思路愈

发的清晰透彻。从此，花姐每天混在各

大平台的直播间，看别人家的主播怎么

带货，要主播的联系方式，了解怎么开

通直播间、需要哪些设备、怎么完成吸

粉过程以及直播中的技巧。

花姐的普通话不流畅，还夹杂着浓

郁的乡音和方言。“后来我就不练普通

话了，咱农民就是身上有土、脚上有泥，

这是咱本色，听着亲切，人家也感觉咱

实在。”花姐结交到“慧慧”“花果山”等

一批本地志同道合的伙伴，2019年下

半年，花姐决定“出道”，带着一帮兄弟

姐妹进军“直播带货圈”。

“我们团队的宗旨是‘助农、助残、

助贫 义卖农产品’，主播中也有残疾

人、留守妇女等，免费帮他们做培训，提

供直播设备，让她们自己学着做主播为

自己的产品代言。”说起团队的运营模

式，花姐思路很清晰。“互联网直播带货

已经成为潮流，现在是脱贫攻坚，接下

来要乡村振兴，咱农民要抓住发展机

遇，打开渠道、开拓市场、增加收入、发

家致富！”

据了解，对于贫困户滞销的农产品

等，“草根直播团”不收任何佣金；一般农

户的农产品，只收取一小部分佣金。“我

们现在还不行，主播粉丝量不够，如果能

拥有千万的粉丝，那还不是卖啥啥火。”

说起发展前景，花姐语气坚定。

本报讯（通讯员张晓霞 记者秦名
芳）5月6日，内黄县首届“扶贫助农、乡

村振兴”甜蜜计划电商直播节开幕。仅

开幕式当天，通过电商直播平台就收到

了5万多个订单，销售农产品27万斤，

销售额达160万元。

据了解，本届电商直播节为期1个

月，将邀请10多位县级领导、100名驻

村第一书记、400名直播达人以及10多

家电商平台，借助互联网传播优势以及

粉丝经济、流量经济，对内黄的农特产品

进行直播带货，为内黄乡村振兴和经济

繁荣助力。

“这次活动，我们将邀请400名‘带

货达人’，对内黄的农产品进行直播带

货。从电商直播节开幕以来，已先后有

50多名直播达人守在田间地头和直播

间 ，为 我 们 内 黄 的 农 产 品 疯 狂 打

CALL。我们将对带货量达1000单的

网红主播，颁发‘直播助农优秀达人’荣

誉证书，以达到流量和销量的双赢效

果。”该县商务局副局长翟丽丽说。

内黄县是农业大县，现有60万亩蔬

菜、46万亩红枣、41万亩花生、30万亩

尖椒、16万亩优质小杂果，先后被授予

“中国红枣之乡”“中国花生之乡”“中国

果蔬之乡”等称号。近年来，内黄电商在

农产品上行上发力，助力精准扶贫，走出

了电商扶贫的“内黄模式”。

2019年，该县电子商务交易额实现

13.2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零售额突破

4亿元，130多户贫困户实现就业创业。

今年，该县在电商直播方面进行了大胆

的探索和尝试，先后参与了“百名县长直

播带货”、举办了驻村第一书记电商直播

培训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内黄建成一

个集农特产品展示、电商直播等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展馆，馆内设立了5个直播

间和10多个农产品展示台，“带货达人”

在直播时可对辣椒、花生、鸡蛋、甜瓜等农

产品及其加工产品进行展示和品鉴。

“电商是互联网经济的新兴业态，直

播又是电商发展的新兴业态，此次电商

直播节活动，我们就是要搭乘互联网科

技‘和谐号’，占领电商发展高地，吹响电

商扶贫冲锋号，为内黄打赢脱贫攻坚战、

推动乡村振兴、拉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贡献。”内黄县委书记王建国表示。

本报讯（记者李躬亿）5月9日，记

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5·12防灾减

灾日暨宣传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

年5月12日是我国第12个全国防灾减

灾日，5月9日至15日为防灾减灾宣传

周，宣传周期间将在全省开展以“提升

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

民防线”为主题的“5·12”防灾减灾日集

中宣传活动。

省应急管理厅党委委员、副厅长李

长训介绍，河南处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

地区，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

流域，是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区，干旱、洪

涝、极端天气、地质灾害、森林火灾、地

震等自然灾害，在我省地域分布广、发

生风险高、造成损失重、救灾难度大。

李长训介绍，2019年全省遭受干旱、洪

涝、风雹等自然灾害 41 次，共造成

1222.9 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

971.5千公顷，倒塌和严重损坏房屋436

户919间，直接经济损失42亿元。

今年我省“5·12”防灾减灾日暨宣

传周活动以“线上为主，线下为辅”，主

要开展防灾减灾知识“五进”活动、防灾

减灾宣传活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治理

活动、基层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活动。活

动期间，将围绕活动主题，积极开展群

众参与度高、传播效果好的宣传活动，

推进防灾减灾知识、应急救援技能进企

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

本报讯（记者仵树大 通讯员王仲
芳）5月7日，记者从漯河市脱贫攻坚领

导小组办公室召开的脱贫攻坚“结对支

持”活动对接会上获悉，该市通过鼓励

引导企业践行社会责任、助力脱贫攻

坚，组织贾湖酒业集团、双汇投资发展

等20家知名企业“结对支持”脱贫攻坚

任务相对较重的重点村，加快其脱贫攻

坚步伐，增强自我造血功能，促进贫困

群众增收和村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参与此次“结对支持”活动的20家

帮扶企业，是按照“优中选优”的标准，

经过各县区、市行业部门推荐和企业自

荐，精心筛选而来的。这些企业经营状

况好、社会信誉度高、带动能力强，同时

又热心公益事业，具有良好社会责任

感，将从发展扶贫产业、提升基础设施、

实施就业帮扶、开展消费扶贫帮扶等方

面对所帮扶的结对村有针对性地予以

支持。

据了解，此次开展的“结对支持”活

动既是“百企帮百村”活动的延伸举措，

也是对构建漯河社会大扶贫格局的有

益探索。“相关县区要成立‘结对支持’

服务工作组，主动对接，精心谋划，帮助

企业尽快熟悉结对村各项情况，确保此

项活动取得实效。”漯河市副市长乔彦

强表示，将对参与结对帮扶的企业，加

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办理精准扶贫企

业贷款、企业招工用工、公益性捐赠支

出抵扣企业所得税等，进一步汇聚决战

决胜收官战的强大合力。

本报讯（记者杨青）5月9日，记者

从河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河南近日印发了《关于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做好2020年高校毕业生

就业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

出5个部分18条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政策措施，为毕业生就业提供帮助。

“2020年我省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

严峻复杂，就业任务繁重艰巨。一方面

是高校毕业生总量加大，另一方面是社

会就业岗位减少。因此，我们积极通过

强化政策措施来满足全省高校毕业生

工作需求。”省人社厅副厅长李甄介绍。

为进一步扩大企业吸纳就业规模，

鼓励企业吸纳大学生就业，我省新设了企

业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政策，明确了支持

企业发展的税费减免政策；扩大各类基层

服务项目招募规模，拓展了基层服务项目

服务期满人员发展空间；扩大硕士研究

生和普通高校专升本招生规模；鼓励创

业带动就业，加大大学生创业扶持力

度，提升了创业担保贷款额度。

《通知》明确了毕业学年及离校未

就业高校毕业生参加技能培训的补贴

办法；规定了贫困劳动力、城乡就业困

难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城市低保家

庭学员中的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培

训补贴标准。扩大了就业见习规模及

补贴范围，提高了补贴标准，调整为当

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对留用见习期

满人员比例达50%及以上的，标准提高

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110%；对受疫

情影响见习暂时中断的，相应延长见习

单位补贴期限。

濮阳县 用“绣花”功夫绘就脱贫画卷
宛城区“四集中”兜底保障特困群体

上蔡“草根直播团”
田间地头忙带货

内黄县首届电商直播节开幕

400名“带货达人”疯狂打CALL
漯河市20家企业

“结对支持”脱贫攻坚重点村

我省启动“5·12”防灾减灾日宣传周活动

推进应急救援技能进农村

我省出台18条措施
助高校毕业生就业

乡党委书记大棚直播 30分钟销售万斤西瓜

本报讯（记者巴富强董豪杰）5月

10日，全省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创建暨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在周口市召

开。

副省长武国定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建设高标准农田，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的具体行

动，是扛稳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的重要抓

手。开展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创建，有

利于从根本上提高农田产出水平，有利

于提高农业用水效率，有利于展示现代

农业的发展前景，有利于引领推进新一

轮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要在全面完

成今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基础上，

创建一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要科

学布局、统一规划、严格标准、加大投

入；要完善配套措施，软件硬件一体推

进；要坚持建管并重，建立完善管护长

效机制；要深入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

革，不断提高用水效率。

与会人员参观了周口市商水县、淮

阳区和郸城县的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区。周口市坚持标准化建设、现代化装

备、智能化提升、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打造了一批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园

区，走在了全省前列。

副省长武国定在全省高效节水灌溉示范
创建暨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会上强调

积极创建高效节水灌溉示范区

新华社北京5月9日电 记者9日从中央

网信办获悉，根据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

印发的《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

2020年，我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

进，基本实现行政村光纤网络和4G普遍覆

盖，农村互联网普及率明显提升。同时，乡村

信息惠民便民不断深化，乡村数字普惠金融

覆盖面进一步拓展。

据了解，工作要点部署了统筹做好农村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推进乡村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等8

个方面22项重点任务。

其中，在推进乡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工作要点提出，推进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持

续实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深入推

进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加快农村地区的宽带网

络和4G覆盖；深入实施学校联网攻坚行动，改

善学校网络接入和宽带条件，探索采用卫星通

信等多种手段实现偏远乡村学校联网覆盖。为

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工作要点明确，畅通农

村电商物流体系，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

城工程，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

2020年我国将基本实现
行政村光纤网络和4G普遍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