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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困难群众对疫情影响的抵抗力
◎新华社记者 王磊 何晨阳 侯文坤

理的
“绣花功夫”
。
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武门街
低保家庭、独居老人、生活自理
道的 88 岁“三无老人”马玉英生活不能
有困难的残疾人、无人抚养的事实 自理。所谓“三无老人”，是指没有劳动能
孤儿……疫情之下，经济基础本就 力、没有收入来源、没有法定赡养人或扶
薄弱的他们，基本生活谁来保？应急 养人的老年人，生活非常困难又缺乏自
救能力。
需求谁来帮？
特殊困难人员尤需重点照顾。每天
困难群体让习近平总书记尤为牵 一大早，助老服务员李小平就赶去她家
挂。他指出，
“要强化对困难群众的兜 做饭、陪聊，老人家里锅碗瓢盆的位置，
她闭眼也知道。
“ 除了小平，我还有这个
底保障”
“对因疫情在家隔离的孤寡老 ‘小宝贝’。”老人说的“小宝贝”，是城关
人、
困难儿童、
重病重残人员等群体， 区虚拟养老院专为“三无老人”配备的智
要加强走访探视和必要帮助，
防止发 能可视化设备，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和
老人视频聊天，询问生活需求，叮嘱注意
生冲击社会道德底线的事件”
。
事项。
下发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不能让特殊群体成为被忽视的群
延长公益性岗位政策的实施期限、 体。湖北省保康县市民陈光花的母亲体
简化社会救助程序、适当下放救助 弱多病，父亲先天聋哑，她自己又是精神
病患者。春节前，陈光花回到湖北省保康
审批权限……一项项硬核措施织密 县黄堡镇三管石村娘家过年，眼看着手
织全保障兜底网络，基层干部、社区 中抑制病情的药物只剩最后两粒，却无
志愿者精准落实、悉心帮扶，送出希 法外出购药。母亲无奈之下打了求助电
话，包保干部第二天就从县城送来了“救
望、传递温暖，持续增强困难群众的 命药”。
不能让任何一个特殊群体掉队。困
疫情
“抵抗力”
。
难儿童要顺利进入“空中课堂”，贫困劳
动力要尽快安排就业……困难群体在哪
里，低保兜底、包保联络、稳定就业的民
应保尽保
生保障政策就指向哪里。
视力残疾的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农
赠送手机、开通电视，安徽省对排查
民马吉飞受疫情影响，一时没了收入。而
出的 1.7 万名不具备线上学习条件的学生
每个月，马吉飞要为患重病的父亲支付
实现全面帮扶；
甘肃新增 5 万个公益性岗
4000 多元的医药费，一家人陷入入不敷
位，让留在省内的贫困劳动力有了收入；
出的生活困境。
上海对生活无着乞讨人员开展接力救助，
焦急的马吉飞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为
或由救助站购买火车票帮助返乡，
或安排
父亲申请了低保。
“ 没想到，申请后很快
临时安置点帮助他们安全防疫。
就批了下来，及时纳入低保解了一家人
困难群体的生存、发展短板在哪里，
燃眉之急。”马吉飞说。
人力物力财力就倾斜到哪里。在湖北，相
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体能否得到
关部门分别以城市不低于 500 元、
农村不
周全的照顾，检验着民生保障网的密度
低于 300 元的标准对特殊困难人员给予
与广度；困难家庭的生活状态，考验着治
生活物资救助；
在宁夏银川，
按每人每月、

每户每月 100 元不等标准为散居孤儿等
困难群体发放临时生活补贴；在重庆，按
照当地低保标准的 2 倍对困难群众中的
新冠肺炎患者按月发放临时救助金。

策措施，力度递增、靶向聚焦，精准惠及
困难群体。

因需施策

一枝一叶总关情。非常时期，面对特
殊群体，在一线帮扶的工作人员交出了
一份份暖心的答卷。
暖心有时就是一次担心。辽宁省沈
阳市辽大社区书记吕桂敏本可以把消毒
液交给前来求助的社区居民老刘。但面
对三口均为智力残疾的这一家人，吕桂
敏犯了嘀咕：老刘使用不当造成误伤怎
么办？最终社区安排专人每隔两三天定
期上门为老刘家消毒，
吕桂敏才放心。
暖心有时就是一次耐心。疫情下，宁
夏石嘴山市民政局利用“12349”养老服
务热线，
为全市老年人提供助医、
助洁、
助
餐等十助服务的调度指挥。
热线话务员致
电惠农区空巢老人王景萍时，
有些焦虑的
老人抓起电话说个不停，
电话那头的话务
员耐心安抚、心理疏导，老人事后专门致
电平台感谢话务员的耐心和关心。
暖心有时就是一次操心。辽宁省阜
新市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贫困户张敏丰今
年刚开始种南果梨，就赶上了疫情。他在
“阜新共青团”微信公众平台上发现了针
对特殊时期农产品滞销的服务专栏。留
言求助后，当地团委很快上门帮他量身
定制了宣传推广、包装及运输方案。滞销
的 5 万斤南果梨迅速售罄，张敏丰悬着
的心放下了。
暖心是对困难群体的爱心和共情。
疫
情防控之初，
很多听障人士不了解什么是
“新冠肺炎”
。
作为黑龙江省唯一一所招收
听障生的本科学校，
绥化学院特意拍摄了
20 多期防控知识手语短视频。当地听障
人士用手语告诉记者，
是这些视频让大家
收获防控疫情的知识和信心。
再精准的政策，也需要有温度的落
实。终有一天，当回想起这个春天的时
候，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和那些暖心的事，
留在人们心间。

贫困户底数和现状清楚吗？他们的
需求和期盼能满足吗？惠民政策跟得上、
落得下吗？各地在实践中探索种种路径，
务求因需施策、
“实”惠民生。
靠“脚力”精准摸排。上海市长宁区
江苏路街道通过排查，发现困难儿童小
佳的父亲去年过世，母亲收入拮据，居民
区儿童主任及时上门帮扶，并将小佳等
困难儿童的动态情况每日上报；四川成
都对流浪乞讨等困难人员集中开展地毯
式、拉网式排查，确保做到数据精准；贵
州毕节市织金县金凤街道党工委书记徐
坤厚是特困户周明贵的包保干部，探视
时徐坤厚发现肢体二级残疾的周明贵突
发不适，立即驾车将老周送至医院、背进
了门诊。
靠“网格”精准识别。宁夏确保每个
散居困难老人、儿童有一名乡镇（街道）
工作人员负责、有一名村（社区）人员联
系、有一名村组网格员服务，网格员每天
入户掌握困难群众生活状况；山东沂源
县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出台了“N+1”帮扶
机制，通过网格化管理服务，根据困难程
度确定 2 至 5 人进行多对一帮扶，共组织
村两委成员、党员等 7000 多人投入到特
殊困难群体管护工作中。
靠“数据”精准帮扶。甘肃通过电话、
微信等多种形式，新纳入城乡低保对象
1.91 万人、特困人员 651 人，所有救助均
实现当月审批当月发放；上海南码头路
街道 13 位社区居民刚刚在居委会办理
了就业困难认定申请，居委会就接到了
多家物业公司的招工电话，数据一对接，
好几位居民立即就近
“上岗”
。
惦记着他们的需求，摸得准他们的
现状，更要帮得上他们的难处。一项项政

温暖关怀

武汉至日本

集装箱航线
正式复航

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
已达去年的 95%以上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 9
日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影响和挑战，各地有力有序推进
就业扶贫，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4
月 30 日，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规
模已达到去年的 95.4%，扶贫龙
头企业复工率达 97.5%，扶贫车间
复工率达 97%。
刘永富是 9 日在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召开的
进一步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电视电
话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表示，虽然推进就业扶贫
取得明显成效，但全球疫情和经
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对贫
困劳动力就业带来影响。务工是
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重要渠道，
必须采取更有针对性的举措，确
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
标任务。
刘永富要求，
采取强力措施做

好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工作。
要明
确目标任务，
今年全国外出务工贫
困劳动力要超过 2800 万人，东部
地区吸纳中西部地区贫困劳动力
务工的总数不少于去年，
中西部地
区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总数不
少于去年。同时做好稳岗工作，推
进点对点劳务协作，
规范扶贫公益
岗位。还要用好考核指挥棒，把贫
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作为中西
部省级党委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
效考核和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评
价的重要内容。
他说，组织贫困劳动力外出
务工，是跨区域跨部门协作的一
项重要工作。各级扶贫部门要积
极配合人社部门做好工作，及时
提供数据信息，沟通协调解决问
题，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确保工作
顺利推进。
据新华社

人生最硬的底气
都源于这三个字
来源：
中国福彩

编辑：
甘孜福彩

我们常说当下是最好的时
代,有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有
无处不在的创新机遇,有实现
梦想的最佳舞台...在这个千变
万化的时代,我们不断充实自
我,不断追求幸福与财富,抛开
尘世的喧嚣和浮华,一个人最
硬的底气,都源于以下三个字:
双~色~球（梦、行、智）。
双色球——有梦想就有希望
我们常说：梦想总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梦想赋予了我
们前行的目标，照亮了我们奋
斗的方向，为了实现目标，我们
为之努力、为之付出。
双色球，为每一位彩民提
供了追求品质生活、实现人生
梦想的最佳舞台，而你我要做
的，只是把握住每一次机遇，珍
惜每一张双色球彩票。
毕竟，有了梦想，就有了目
标；
有了目标，
就会更有底气。
双色球——有行动就有机会
常言道：实践出真知，行动
是实现理念的必由之路。光有
想法并不能让你与众不同，能
够身体力行才是一个人走向成
功的真正秘诀。
人人都想要中得双色球大

奖，但幸运大奖却永远只为那
些付出行动的彩民而生。2 元一
注的双色球彩票，也许并不起
眼，但想要中得大奖，也需要你
亲自动身，
买上几注。
纸上谈兵，无法改变任何
事情；想要拥有足够的底气，还
是需要脚踏实地行动起来。
双色球——有理智拒绝盲投
股神巴菲特曾经说过：成
功与智商无关，关键在于理智。
很多时候，阻碍我们取得成功
的绊脚石，
就是盲目和冲动。
生活常常向我们抛出各式
各样的挑战，求学是挑战、工作
是挑战、家庭是挑战、购彩同样
也算是挑战。
只有保持足够的理
智，
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环
境中，
找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
坚守理智，拒绝冲动，也是
我们底气十足的理由。
有人说，
兜里有钱就有底气；
有人说，
家庭美满就有底气；
有人说，
事业稳定就是底气；
双 色 球 说 ，有 梦 想 、敢 行
动 、守 理 智 ，就 是 我 们 最 硬 的
底气！
遇见双色球，遇到最好的
自己！

甘孜福彩视窗
双色球 2020034 期开奖号码：
02 08 15 16 26 32 03
3D 2020079 期开奖号码：
5 7 0
七乐彩 2020034 期开奖号码：
02 07 09 13 14 23 26 15

当日，武汉至日本集装箱江
海直航航线在武汉新港阳逻集
装箱码头正式复航，复航后实行
周班制运营。据了解，复航的“华
航汉亚 2 号”货轮装载无纺布、
非医用口罩等抗疫物资和工业
化工品等 300 吨集装箱货物，经
长江入海，驶往日本的大阪、神
户等港口。
5 月 9 日，
“华航汉亚 2 号”货
轮停靠在武汉新港阳逻集装箱码
头进行装箱作业（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代表委员履职
让院前急救打通
“生命通道”
◎新华社记者 邰思聪
因为夜班的缘故，采访班宇侠的
时间，定在了 5 月 7 日晚上 8 点。班宇
侠和同事们每 4 天一个周期，定期执
行着夜班工作。
见到她时，她正在对急救车内的
急救物品进行出发前的检查。
班宇侠是北京急救中心南区分
中心副主任医师。2018 年，她以一线
医护人员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在院前急救领域工作 10 余年的她，
希望通过人大代表的身份，为我国院
前急救体系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我们国家院前急救起步晚、底
子薄，近些年大力推动院前急救体系
的建设，我看到了很大进步。”班宇侠
说，她刚从院内医生转为急救医生的
时候，每一辆急救车上的担架工也就
只有一人，有时甚至还没有。经常需
要医护人员和急救车司机一起用担
架将病人从家中抬到急救车上，再送
至医院接受治疗。
此外，在与同事、病人们的交流
中，班宇侠发现，城市环境中与急救
相关的环节仍有待改善。

国务院扶贫办

“以最常见的小区门牌号为例，
很多小区的楼牌号和房间门牌号都
不清晰或者根本就没有，这让我们在
进入小区后还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
寻找病人的确切位置。”她说，时间就
是生命，每个环节都节省一点儿时
间，患者就能更快接受治疗。
班 宇 侠 告 诉 记 者 ，除 了 院 前 急
救，她还十分关心老旧小区加装电
梯的问题。
“很多老旧小区没有电
梯，运送病人去医院的过程非常艰
难，对病人的病情也很不利，家属也
十分苦恼和无奈。从急救病人的角
度来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非常重
要。这不仅仅是上下楼的工具，它更
是一条‘生命通道’。”
今 年 ，她 还 将 带 着 她 有 关 院 前
急救的建议参加全国两会，希望院
前急救领域可以得到越来越多人的
关注。
采访结束时，已是晚上 10 点，天
空下起了小雨。班宇侠未能与记者说
一声再见，就急急忙忙登上急救车，
前往急救现场。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遗失启事

分餐制助力餐饮业加速
“回暖”
◎新华社记者 王雨萧 王靖

人气回升，餐饮业正在“暖”起来。记
滑，一度陷入经营困境。近期随着国内疫
者近日走访发现，常态化疫情防控下，分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
在分餐制等措施助
餐制成为各地餐饮企业加速复苏的重要
力下，餐饮业复工复产进程加速，久违的
“助攻”
。
“烟火气”又回来了。据商务部介绍，刚刚
夜色降临，北京簋街上，小龙虾的香
过去的“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国餐饮、住
味扑鼻而来。走进胡大饭馆，随处可见提
宿行业消费规模已恢复至去年同期七成。
示顾客使用公筷公勺的标语，电视屏幕
除了助力餐饮业加速复苏，分餐还
上循环播放着分餐制公益宣传片。
给整个行业带来新
“食”机。
“为了方便顾客分餐，我们特意定制
山东蓝海酒店集团董事长张春良说，
了一批公筷公勺，上面标有‘公筷’等字
分餐实现了企业的流程再造。
“为了便于分
样，外观上也和私筷进行了区分。”胡大
餐，
我们调整了组织架构，
以前传菜员归服
饭馆总经理郭冬说，目前几家分店全部
务班管，
现在归厨房管，
和厨房搭班备菜，
推行了分餐制，
“五一”期间，门店客流已
上菜速度不但没慢，
反而效率更高。
”
恢复至正常水平的六七成。
“分餐后，餐厅经营理念发生了变
一千公里之外，伴着奶茶飘出的浓
化，过去不少消费者认为蒙餐贵，现在我
郁香气，内蒙古乌兰浩特市正式开启晚
们适应分餐制，科学设计出 2 人套餐、4
餐时刻。在浩日沁蒙式餐厅，服务员娜仁
人套餐，既卫生又实惠，很受欢迎。”武燕
其木格用分餐夹把一盘鲜奶豆腐分别夹
说，疫情过后，餐厅将继续探索更多适合
入 5 名客人的木碗中，并提示大家就餐使
分餐制的菜品和套餐。
用公筷公勺。在这座北方小城，分餐理念
在郭冬看来，
疫情给餐饮业带来挑战
正被越来越多人接受。
的同时，
也带来新的机遇。
疫情期间，
胡大
“疫情期间，出门吃饭最注重的就是
饭馆加速数字化转型步伐，
线上线下同步
安全。看到店里分餐制等措施做得十分
发力，
下一步，
餐厅将借助电商等平台，
进
到位，我们都很放心来用餐。”一位正在
一步扩大小龙虾调味品等衍生品销售。
就餐的食客对记者说。
“绿色、
健康、
安全将成为未来餐饮消
餐厅经理武燕告诉记者，为了让消
费的新理念，
餐饮行业将通过加强自身标
费者吃得安全放心，店里 3 月就开始推行
准化建设和提高安全健康管理能力重塑
分餐制，每桌配备公筷公勺并定时消毒， 消费信心。对餐饮企业而言，谁能抓住机
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了餐厅复工复产。
遇，危中寻机，谁就能在大浪淘沙中立于
受疫情影响，不少餐饮企业人气下
不败之地。
”
中国饭店协会会长韩明说。

甘孜监狱发警官证，编号
为：
5134128 遗失作废。
呷桑友珍
炉霍县妇幼保健院发出生
证 明 ，编 号 为 ：J510554760 遗
失作废。
四朗拉初
甘孜州康北中心医院发出
生证明，
编号为：
P510729403遗
失作废。
何艺凡
公章“巴塘县辰光文具超
市”编号为：5133355012335 遗
失作废。
巴塘县辰光文具超市
发票专用章“康定市王军
中餐馆”
编号为：
513321900013
6 遗失作废。
康定市王军中餐馆
康定市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局发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正副
本，
证号为：
事证第1251332108
5840892G 遗失作废。
康定市融媒体中心
理塘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
设局发房产证，房权证理塘县
字 第 LT2017100055 号 遗 失
作废。
所有权人：
降央邓珠
四川省甘孜州石渠县人民

医院发出生证明，
编号：
T5107
16237 遗失作废。
杜根卓玛
公章“得荣县日龙乡中心
卫生院”编号为：
51333850115
53 遗失作废。
得荣县日龙乡中心卫生院
丹巴县佛教协会发僧侣
证 ，编 号 为 ：51332311200270
遗失作废。
扎西尔江
公章“康定金鑫矿业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编号为：
51332
1503689 遗失作废。
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康定金鑫矿业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编号为：
51332
10002153 遗失作废。
康定金鑫矿业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康定黄金坪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黄金坪金矿”编号
为：
5133215002035 遗失作废。
康定黄金坪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黄金坪金矿
乡城县人民医院发出生证
明，编号为：T510112189 遗失
作废。
泽仁卓玛

注销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议决定公司社注销，请本公司债权债务人自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
过期责任自负。
康定市瑞泰雅商贸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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