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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景鹏）为充分
激发我市文旅市场活力和创造
力，加快培育壮大文旅市场主体，
近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印发
《焦作市推动文旅市场主体发展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我市将从培育发展市场主体、强
化市场主体发展平台支撑、推动
市场主体协同发展、促进消费市
场发展、促进文旅产业服务提升
五个方面发力，全面激发市场主
体活力，形成文旅新业态新模式
创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龙头企
业强劲带动、中小微企业持续涌
现的文旅产业发展新格局，从而
有效推动文化旅游及相关产业发
展。

发展新兴文化运营机构、发
展特色文创市场主体、发展壮大
景区市场主体……我市将通过多
个方面培育发展市场主体。其
中，实施龙头景区提升行动，重点
促进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陈
家沟等重点景区提升质量、扩大
规模。加快推动陈家沟景区创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西大井

1919文旅景区、云台古镇等创建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推动云
台山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神农山旅游度假区、快活
林文旅小镇创建省级旅游度假
区。到“十四五”末，全市A级旅
游景区和省级以上旅游度假区达
到60家以上。

我市将培育建设文旅文创示
范区、建设文旅消费集聚区、打造
旅游休闲街区。改造提升解放区
印象大舞台红色文化旅游小吃
街、山阳区中轴·时代印记商业街
区、中站区西大井商业街区、马村
区鸿运星空集市、示范区东小巷
非遗美食小吃街等特色街区建
设，打造夜食、夜购、夜游、夜娱、夜
秀、夜读城市消费新地标，培育文
旅夜经济消费集聚区。加快南水
北调天河公园明清历史街区建
设，依托文物古迹内涵，植入文
创、商贸、娱乐、戏台、茶室、书院等
业态，充实酒店、非遗民俗空间、
小剧场、沉浸式演艺等各种文旅
场景，完善文旅服务设施，拓展文
化展示空间，植入旅游休闲业态，

打造并申报省级旅游休闲街区。
《方案》要求，各县（市）区文

旅局要把支持文旅市场主体发展
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任务，结合实
际制订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工作
顺利推进、圆满完成。同时，积极
落实《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人民
政府关于实施“添翼计划”加快企
业梯次培育的意见》对市场主体
的支持政策，对成功创建国家级
文化产业示范园区的，给予100
万元一次性奖励。对成功创建国
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的，给予
50万元奖励。对被评为全国乡
村旅游重点村、全国甲级民宿的，
分别给予村集体经济组织、民宿
建设单位50万元奖励。对获评
的“非遗老字号特色美食门店”,
按每店2万元标准支持进行市场
宣传。对首次进入“一套表调查
单位管理库”的企业给予10万元
一次性奖励。对在主板、中小企
业板、创业板、科创板成功上市的
企业，分阶段给予总额1000万元
奖励。

本报讯（记者杨景鹏）
2月7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文化和旅游局发布公
告，确定古怀州博物馆为
AAA级旅游景区。截至
目前，我市共有A级景区
42家。

依照《旅游景区质量
等级的划分与评定》国家
标准和《旅游景区质量等
级管理办法》《河南省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修订版）》，经景区自愿申
报，焦作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文化和旅游局按程序
组织综合评定，并于2023
年1月29日完成公示，确

定古怀州博物馆为AAA
级旅游景区。

焦作市古怀州博物馆
是由省文物局批准的焦作
市首家民办博物馆。全馆
占地1万余平方米，主要
展示具有怀庆府特色的木
雕、石雕、古家具及古建筑
等。该馆以丰富的馆藏为
依托，积极发挥公共文化
服务优势和能力，大力开
展青少年教育，2018年，
被命名为阳庙镇中小学生
传统文化教育基地；2019
年，被命名为市科普教育
基地；2022年，成为市中
小学生研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梁智玲）
为加快推进社会救助制度
城乡统筹，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兜底保障成果。日
前，市民政局、市财政局联
合印发《关于提高2023年
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财政
补助水平及特困人员供养
标准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从2023年1月1
日起，我市再次提高低保
保障标准。

《通知》明确，我市农
村低保标准在现行标准基
础上提高20元，达到460
元；财政补助水平提高10
元，达到月人均不低于220
元。农村特困人员基本生
活标准相应提高，按不低于
低保标准的1.3倍（598元）
执行，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标
准依据特困人员生活自理
能力和服务需求分为全护
理、半护理、全自理三档，分
别按照当地当年月最低工
资标准的1/3、1/6和重度

残疾人照料护理补贴（75
元）标准执行。

《通知》要求，资金原
则上实行社会化发放，按照
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有关规
定，通过惠民惠农资金“一
卡通”直接支付到救助对象
账户，对于集中供养的特困
人员，补助资金统一支付到
供养服务机构。市民政局、
市财政局将加大对各县
（市、区）预算执行、资金发
放等情况的督导检查力度，
各县（市、区）要在3月底前
将提标资金补发到位。

不断提高我市困难群
众救助保障水平是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增进民生福祉、兜
牢基本民生底线、促进共
同富裕的具体行动。我市
将牢牢发挥社会救助兜底
作用，实现高效救助、精准
救助、温暖救助。截至目
前，全市共保障城乡低保
特困对象73450人。

“选到了自己满意的住房，这
下心里踏实了，计划这个月就搬
新家。”2月8日下午，我市市区
2023年公共租赁住房集中分配
活动现场，轮候保障家庭徐世涛
选到了位于山阳区成丰路盛业清
华园小区1单元的一套公共租赁
住房。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
很快在现场办好了相关手续。

徐世涛今年46岁，和妻子一
起在我市经营着一间门市部，双胞
胎儿子今年8岁。为了节省生活
开支，这些年，他们一家4口租住在
一间只有20平方米的民房里，十
分拥挤。在这次公共租赁住房集
中分配活动中，徐世涛非常幸运地
摇到了“2号”选房顺序号。他十分
珍惜这次选房机会，提前从多方面
了解了待分配的房源信息，在心中
悄悄挑好了最适合自己的房子。

“选择的房子要方便我们工作，也
要方便孩子上学，这些都是要重点
考虑的。”徐世涛说。

记者了解到，徐世涛选择的
公共租赁住房面积为57.24平方
米，两室一厅。房子全装修交付，
生活配套设施齐全，他只需要配
备简单的生活家具，即可入住。
分配活动现场，徐世涛掩饰不住
内心的喜悦，他说：“非常感谢市
委、市政府为住房困难家庭提供
的保障，我要回家和家人一起分
享激动的心情。有了这套房子，
我们的心里都踏实了，在新的一
年里更有干劲了，我们要更加努
力生活、学习。”

2月3日，我市市区2023年
公共租赁住房集中分配活动正式
启动。按照分配日程安排，2月
10日前，我市将面向轮候保障家

庭，公开分配462套公共租赁住
房。此次分配的房源位于解放
区、山阳区、中站区、马村区和市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的 31 个小
区。通过两轮公开摇号，产生了
轮候保障家庭选房顺序号。2月
8日下午至2月10日，轮候保障
家庭按选房顺序号选房。具体时
间安排为：2月8日下午，选房顺
序号为1~200号的轮候保障家庭
按选房顺序号选房；2月 9日上
午，选房顺序号为201~400号的
轮候保障家庭按选房顺序号选
房；2月9日下午，选房顺序号为
401~600号的轮候保障家庭按选
房顺序号选房；2月10日上午，选
房顺序号为601~800号的轮候
保障家庭按选房顺序号选房；2
月10日下午，选房顺序号为801
号以后的轮候保障家庭按选房顺
序号选房。

近年来，我市把保障住房困难
群众住有所居作为重点民生工程
来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
提升住房保障能力。截至目前，我
市市区共建成8576套公共租赁住
房，近3万名群众享受到了住房保
障。为保证分配工作公开透明、公
开公正，本次分配邀请了市众信公
证处进行全程监督公证，还邀请了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住房困
难群众代表，新闻媒体进行监督。
市住房保障中心提醒，轮候保障家
庭申请人需要按通知时间、地点准
时参加摇号、选房。不能到场的，
可提前向区住房保障部门申请委
托，被委托人需要持区住房保障部
门书面证明及身份证参加公共租
赁住房摇号及分配。

上图 轮候保障家庭申请人
在精心选户型。

本报记者 宋崇飞 摄

围绕五个方面发力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我市发布推动文旅市场主体发展实施方案

俺选到公共租赁住房了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我市2023年
低保保障标准再提高

我市又添一家
AAA级旅游景区

2月8日，解放区焦西街道电建社区就业服务小分队
向求职群众推介就业岗位信息。当天，解放区在10个社
区先后启动了“小微就业招聘会”，组织多家人力资源公
司到社区举办招聘会，通过开展“点对点”“零距离”精准
式招工服务，不仅帮助求职者找到心仪就业岗位，也让企
业招到了优秀员工。 李良贵 摄 20~30岁

该二维码7天内（2月15日前）有效，重新进入将更新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微信交友群

青年群1：188969015 青年群2：873796701 青年群3：673938767
中年群1：438435532 中年群2：167613031 中年群3：417672085

爱情树单身俱乐部QQ交友群

50~60岁 爱情树月老30~40岁 40~5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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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故事

青年组男嘉宾

（01）男 ，26 岁 ，身 高
177cm，本科，省公司在编。

觅：年龄相仿，160cm以
上，学历不限，有稳定工作。

（02）男 ，32 岁 ，身 高
176cm，博士，短婚，高校。

觅：年龄相仿，160cm以
上，本科以上，工作不限。

（03）男 ，31 岁 ，身 高
180cm，大专，部队转业。

觅：31岁以下，165cm以
上，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

（04）男 ，29 岁 ，身 高
174cm，本科，建筑工程。

觅：29岁以下，160cm左
右，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

（05）男 ，27 岁 ，身 高
174cm，硕士，高校。

觅：30岁以下，160cm以
上，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06）男 ，39 岁 ，身 高
178cm，离异一女，私企管理。

觅：年龄45岁以下，身高
160cm以上，离异无子女或带
女孩。

（07）男 ，40 岁 ，身 高
175cm，离异无子女，事业。

觅：年龄38岁以下，身高
160cm以上，未婚或离异无子
女。

（08）男 ，31 岁 ，身 高
174cm，短婚未育，行政机关。

觅：年龄相仿，未婚或离
异无子女，事业单位优先。

（09）男 ，32 岁 ，身 高
170cm，未婚，本科，事务所。

觅：35岁以下，身高不限，
有稳定收入，性格好，人品好。

（10）男 ，35 岁 ，身 高
183cm，未婚，本科，事务所。

觅：32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公
务员优先。

（11）男 ，31 岁 ，身 高
180cm，未婚，本科，商务翻译。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大
专以上。

（12）男 ，29 岁 ，身 高
178cm，未婚，大专，上市公司。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工作不限，学历
相当。

（13）男 ，26 岁 ，身 高
175cm，未婚，本科，律师事务
所。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60cm以上，有稳定工作，学
历相当。

（14）男 ，39 岁 ，身 高
170cm，离异无子女，本科，企
业。

觅：42 岁以下，身高不
限，大专以上，未婚或离异无
子女。

（15）男 ，29 岁 ，身 高
176cm，未婚，上市企业，有
房。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60cm左右，有稳定收入，会
过日子。

（16）男 ，28 岁 ，身 高
175cm，未婚，硕士，央企。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60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青年组女嘉宾

（01）女 ，27 岁 ，身 高
172cm，未婚，本科，公司。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5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02）女 ，31 岁 ，身 高
162cm，未婚，硕士，讲师。

觅：36 岁 以 下 ，身 高
170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03）女 ，27 岁 ，身 高
160cm，未婚，硕士，公司。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0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
定工作。

（04）女 ，32 岁 ，身 高
160cm，未婚，本科，政法。

觅：35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05）女 ，34 岁 ，身 高
163cm，未婚，本科，医疗。

觅：36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
定工作。

（06）女 ，27 岁 ，身 高
165cm，未婚，硕士，事业。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本科以上，有稳
定工作。

（07）女 ，26 岁 ，身 高
165cm，未婚，大专，护士。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75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
定工作。

（08）女 ，26 岁 ，身 高
160cm，未婚，本科，事业。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74cm以上，公务员、事业单
位优先。

（09）女 ，29 岁 ，身 高
173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35 岁 以 下 ，身 高
175cm以上，学历相当，有稳
定工作。

（10）女 ，27 岁 ，身 高
165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30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机关、事业单位
优先。

（11）女 ，30 岁 ，身 高
164cm，未婚，大专，三甲医院。

觅：33岁以下，身高173cm
以上，自律，有稳定工作。

（12）女 ，31 岁 ，身 高
164cm，未婚，硕士，医生。

觅：年龄相当，身高175m
以上，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13）女 ，31 岁 ，身 高
163cm，未婚，本科，公务员。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73cm以上，行政、事业单位
优先。

（14）女 ，30 岁 ，身 高
168cm，未婚，本科，事业。

觅 ：年 龄 相 当 ，身 高
173cm以上，有稳定收入。

（15）女 ，29 岁 ，身 高
168cm，未婚，硕士，公司。

觅：33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以上，大专以上，有稳
定工作。

（16）女 ，34 岁 ，身 高
160cm，未婚，硕士，教师。

觅：38 岁 以 下 ，身 高
173cm，本科以上，有稳定工作。

新人档案

新郎：姜 云 星座：狮子座

血型：O型 爱好：旅游

新娘：卢 羽 星座：双鱼座

血型：B型 爱好：看书

爱情誓言：等待，让我遇到
美好的你。

对爱情饱含憧憬、对婚姻
充满向往的陆丹是焦作晚报爱
情树单身俱乐部的会员。近
日，记者通过电话采访了陆丹，
电话里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有
亲和力，说话条理清晰，给人很
舒服的感觉。

她是认真努力的学霸女神

陆丹从小到大，学习成绩
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时顺利地
考入某重点高校。

毕业后，在一次我市事业
单位招聘考试中，陆丹轻松地
拔得头筹，进入了某医院工
作。工作上，陆丹勤恳踏实、认
真负责，她的工作能力很快得
到病人和同事的认可。

她是乐观开朗的温柔女生

生性乐观开朗的陆丹喜欢
笑。“我喜欢笑，都说爱笑的女
孩运气不会差，我相信这句
话。”陆丹说。

陆丹从小时候开始，就经
常帮助家人打扫家务、学习做
饭，每到假期，陆丹总是会为父
母做上一桌可口的家常菜。在
工作之余，陆丹喜欢继续学习
专业知识，去户外运动锻炼身
体。假日里，她喜欢用旅游的
方式，让自己放松身心。

她寻找有缘人牵手看世界

忙碌的工作让陆丹很少有
时间考虑个人问题，眼瞅着身
边的同龄人都结了婚，陆丹也
开始着急了。为了能够拓宽寻
找另一半的平台，陆丹报名成
为了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
部的会员。缘分需要等待，更
需要主动去争取。

陆丹理想中的另一半是什

么样的呢？她认为男女双方对
待感情都应该专一，但是也应
该给彼此独立的空间。陆丹希
望 男 方 五 官 端 正 ，身 高 在
175cm以上，性格随和、成熟稳
重、正直善良、有家庭责任感，
没有不良嗜好，最好在事业单
位工作。“最重要是有眼缘，能
谈得来，有共同语言，有解决生
活和感情方面问题的意识和能
力，能适当分担家务，理解和支
持我的工作。”陆丹笑着说。

看到陆丹的个人信息以及
单身告白后，有意愿联系她的单
身男士可要把握好机会哟！焦
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部适龄
会员请拨打电话8797520，向工
作人员说明自己的会员编号后
即可获得陆丹的联系方式。非
焦作晚报爱情树单身俱乐部会
员请在周一至周五的工作时间
携带个人的有效证件原件及复
印件、生活照等资料前往人民路
报业·国贸大厦303室报名，随
后便可以与陆丹取得联系。

在这个世上，也许注定有
的人不能与你厮守一生。而真
正属于你的她，会在远方默默
地等着你的出现。

去年5月份，姜云在朋友的
推荐下，加入了焦作晚报爱情
树单身俱乐部。在随后的一场
交友联谊活动中，他第一次见
到那个名叫卢羽的女孩。活动
中，卢羽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他鼓起勇气向卢羽要了电
话号码，并添加了微信。但由
于姜云平时忙于工作，让他没
有闲暇的心境去驻足一分需要
追逐的爱情，毕竟他早已过了

那个风花雪月的年龄，毕竟茫
茫人海需要众里寻她。拿到号
码后的几天里，姜云一次次拿
起电话却没有勇气拨出那串号
码，最终，他还是鼓足了勇气给
卢羽打去了邀约电话。

再次见到卢羽，让姜云的
心如小鹿乱撞，姜云知道，就
是她了。之后的日子里，两人
更多的是微信聊天，而每天通
话也渐渐成了他们的“必修
课”，在电话里他们聊到各自
的价值观、人生观及对生活的
态度，聊到他们对未来美好生
活的向往……好几次都聊到天
空变了颜色，他们竟惊奇地发
现对方的内心是不同层面的自
己。他们虽然未曾再见面，但
两颗心却早已贴近彼此。

电话和网络里的交谈使他
们确定了对彼此的好感。一段
时间后，姜云和卢羽终于相约
再次见面。那天天气很好，让
人觉得神清气爽。茫茫人群
中，姜云一眼便认出了站在马
路对面的卢羽，漂亮、娴静，笑
起来很可爱。从此，他们便开

始了神奇的恋爱之旅，逛公园、
尝遍各类小吃还有简单的轧马
路。有时，他们会头靠着头依
偎在公园的石凳上，姜云总是
轻轻握着卢羽细嫩的手，双目
注视对方不说话，然后不经意
地偷笑几下。两个大龄青年仿
佛重回青春时代，重温青涩的
美好。

去年中秋节，姜云第一次
到卢羽家拜见老人，席间不仅
与老人相谈甚欢，而且主动帮
卢羽收拾碗筷，让老人看在眼
里、喜在心头。而第一登门到
姜云家的卢羽虽然十分羞涩，
却举止得体、温柔可人，让姜云
的父母十分喜爱。

在亲朋的祝福声中，姜云
和卢羽终于携手步入了神圣的
婚姻殿堂，两人约定这一生都
要相伴，直到白发苍苍。姜云
还深情款款地在卢羽耳边悄悄
说：“情话是永远说不完的，但
我会努力带给你想要的幸福，
多年的等待换到与你的相遇是
我今生最大的幸运！”

等待与你相遇
本报记者 李洋洋

爱情树会员资料（青年组）

温柔女护师寻找中意的他
本报记者 李洋洋

人物名片：陆 丹（化名）

年龄：34岁 身高：163cm

推荐理由：性格温柔，有亲
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