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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化强县

要
要要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云鑫就百姓关心话题接受提问
今年以来袁 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全面贯彻落实县委尧 县政府关于办好
人民满意文化袁建设文化强县袁加快旅
游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袁优化营商环境袁
充分发挥了文广旅部门在文旅高质量
发展中的服务保障作用遥 日前袁县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云鑫就百姓关
心话题接受提问遥
问院在今年疫情防控期间袁我县的
文艺创作和文化惠民活动是如何开展
的钥
答院在全民严控疫情的战役中袁我
局组织全县文艺工作者共创作各类作
品 68 件袁其中由我局打造的歌曲叶红
手印曳入选全国百首抗疫精品歌曲袁分
别登上中宣部尧江苏野学习强国冶袁并被
20 多个线上平台转载曰 由县淮剧团编
创的淮歌叶战役情曳登上江苏野学习强
国冶袁并被 10 多个线上平台转载曰县淮
剧团编创抗击疫情现代组合淮剧 叶诊
途情曳袁4 月初在线上直播曰县文化馆创
造开展野耶艺爷起来吧冶线上线下全民艺
术普及活动袁推出戏曲尧舞蹈尧书画尧古
筝尧钢琴尧剪纸尧农民画尧花艺等十多项
免费培训项目袁 增强群众参与文化活
动的凝聚力遥
问院截至目前袁我县的文艺创作和
文化惠民活动取得了哪些成绩钥
答院创作方面袁由县文化馆和县淮
剧团联合打造的小淮剧 叶村主任喊你
上直播曳 获盐城市小戏小品展演一等
奖袁入围省政府文艺奖野五星工程奖冶
终评袁在 20 个入围金奖戏曲类节目中
排名第五袁目前正在公示阶段遥 淮剧团
创作的大型现代淮剧叶刘胡兰曳和杂技
团创作的杂技剧叶沙秀曳已创作完成袁
确保在野第十四届丹顶鹤文化艺术节冶
献礼遥
文化惠民方面袁积极开展 2020 年
优秀作品进基层巡演和野戏剧进课堂冶
活动袁 由县淮剧团落实每个镇区 8 场
次演出袁 对接完成全县 7 所学校的授
课计划袁已完成授课 30 课时袁进校园
演出 16 场次遥 同时袁县文化馆牵头袁举
办了第二十届广场艺术周和 野总分馆
走亲冶活动曰各镇区也在国庆中秋期间
分别举 办 了 形 式 多样 的 文化 惠 民活

动遥
问院今年以来袁县文广旅部门围绕
文旅高质量发展做了哪些特色亮点工
作钥
答院 县文广旅部门重点做了以下
四方面工作院
一是围绕有效惠企袁 做好支持工
作遥 上半年协助 5 家旅行社暂退 80%
保证金袁 共计金额 40 万元整袁 协助 1
家绿色网吧成功申报江苏省文化和旅
游发展专项渊绿色网吧企业纾困冤资金
域类奖补袁奖补金额 10 万元整遥
二是围绕宣传推广袁 激发市场活
力遥 上半年结合野5.19 中国旅游日冶等
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全县旅行社尧 星级
饭店和景区等开展各项宣传活动袁带
动文化旅游消费曰严格对照国家叶旅游
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曳标准袁积极协
助县内两家酒店申报四星级旅游饭店
评定袁 力求填补我县四星级饭店的空
白袁 提高县内综合接待能力和旅游市
场竞争力遥
三是着力审批改革袁 优化政务服
务遥 根据国家尧省尧市野放管服冶改革相
关要求袁精简优化行政审批流程袁依托
野江苏省政务服务网冶 综合服务平台袁
积极配合市尧县野一张网冶平台建设袁做
到全流程网上审批的同时袁 严格按时
间节点办理相关审批事项袁 完成审批
后将许可证快递给行政相对人袁 做到
野不见面审批冶袁真正让群众少跑腿遥 在
人员监管方面袁严格按照野双随机袁一
公开冶原则袁透明化审批流程袁不断对
人员进行业务培训袁开展学法考试袁提
高工作人员业务能力遥 狠抓人员业务
能力尧优化审批平台的同时袁夯实工作
人员服务群众的意识袁 把做好 野放管
服冶落实到文旅高质量发展中遥
四是着力执法监管袁 规范市场秩
序遥 全面推进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
工作袁落实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袁实行
执法公示制度袁做到程序规范尧举止文
明尧执法公正袁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处罚
备案制度袁 对群众举报或检查中发现
的违法违规行为及时依法查处袁 推行
文明执法袁 严禁以罚代管遥 继续探索
野互联网+冶 文化市场监管模式袁 加强

野射阳县文化市场经营场所远程视频
监管指挥中心冶平台建设和应用袁快速
高效做好举报投诉受理工作袁 加强文
化市场事中事后监管遥 在市场监管工
作中袁以查处网吧接纳未成年人尧娱乐
场所播放违禁曲目尧 印刷和销售非法
出版物以及网络侵权盗版等为重点袁
围绕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袁 坚持
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并举袁 技术监控
与实地巡查齐抓袁 教育引导与严格执
法并重袁全方位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袁确
保文旅高质量发展遥
问院 针对今年来势迅猛的新冠疫
情袁 县文广旅局做了哪些工作来保文
旅行业市场主体的的呢钥
答院渊一冤 围绕疫情防控袁 加强督
导检查遥 疫情发生后袁我局立刻制定工
作方案袁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袁安排
专人负责全县文旅企业疫情防控和安
全有序开放工作遥 疫情防控期间袁我局
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袁对文旅市
场各单位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进行
不间断督导检查遥 在复工复产和疫情
防控的同时袁 我局深入开展安全隐患
排查治理工作袁 严查各文旅市场经营
场所用火用电尧消防设施设备尧疏散通
道等部位安全袁严防各类火灾遥 截至目
前共出动检查人员 1370 余人次袁检查
文旅经营场所 2440 余家次袁确保各类
文旅场所安全有序开放遥
同时袁 我局多次向辖区内文旅市
场经营单位下发疫情防控书面通知和
指南袁指导疫情防控袁并为文旅经营场
所配送了体温检测仪尧 消毒液等防疫
物资和防疫公益宣传海报袁 督促落实
野苏康码冶查验尧体温登记尧场所消毒等
防疫措施遥 6 月 29 日袁为提高经营业主
的防控意识和能力袁 我局组织全县文
旅市场经营单位召开疫情防控布置会
议袁 现场指导疫情防控和台账建立工
作袁并发放文件盒 160 余个袁要求各场
所做好疫情防控的台账建立工作袁全
面提高了文旅市场从业人员和消费者
的自我防护意识和防护能力
野五一冶小长假期间袁我局严格按
照上级部门指导要求袁 贯彻落实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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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野五一冶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管
理工作的通知曳袁 由各分管领导带队袁
加强对旅游景区尧旅行社尧旅游饭店尧
文化场馆等管理袁 落实疫情防控各项
要求袁强化文旅场所的开放管理袁落实
旅游安全措施袁合理控制游客流量袁加
强疏导尧分流袁防止人员聚集袁保证了
文化旅游市场安全尧有序尧文明开放遥
渊二冤围绕有效惠企袁做好支持工
作遥 一是增加政策资金支持遥 协助 5 家
旅行社暂退 80%保证金袁 共计金额 40
万元整袁 协助 1 家绿色网吧成功申报
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 渊绿色网
吧企业纾困冤资金域类奖补袁奖补金额
10 万元整袁 协助洋马鹤乡菊海景区成
功申 报江 苏 省 文化 和 旅游 发 展专 项
渊重点旅游企业纾困冤资金袁获批贷款
贴息 30 万元遥 洋马镇贺东村成功申报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江苏省培育单位
名录遥 二是加强政策解读宣传遥 梳理汇
总 叶关于做好疫情防控状态下文旅场
所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曳尧叶关于我省
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恢复部分经营
活动的通知曳等政策文件袁做好全县文
旅行业复工复产相关政策解读宣传遥
督促各文旅单位严格按照政策要求复
工复产袁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遥
渊三冤围绕宣传推广袁激发市场活
力遥 一是结合野5窑19 中国旅游日冶等重
要时间节点组织全县旅行社尧 星级饭
店和景区等开展各项宣传活动袁 带动
文化旅游消费曰二是严格对照国家叶旅
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曳标准袁积极
协助县内两家酒店做好创四星级酒店
的准备工作袁 力求填补我县四星级酒
店的空白袁 提高县内综合接待能力和
旅游市场竞争力曰 三是配合盐城市旅
游消费抵用券政策实施袁 协助县内符
合要求的酒店尧 景区和餐饮等商家做
好野我的盐城冶尧携程网的上线工作遥 目
前袁 所有市民和游客均可在以上平台
摇号抽取消费券袁在指定的景区尧酒店
等文旅经营场所凭消费券享受优惠折
扣遥 通过消费券拉动消费袁从而推动旅
游业的复苏尧发展曰四是协助安徒生童
话乐园尧 黄沙港生态园等景区与上海
携程尧美团尧驴妈妈等中国知名综合性

旅游网站签订线上销售协议袁 其中安
徒生童话乐园还与长三角地区较大规
模的旅行机构签订了线下协议遥
问院 我县目前建设的应急广播有
什么作用袁 跟农村以前的广播有什么
不一样钥
答院首先袁农村应急广播是国家应
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应急工作是
国家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袁大家知道袁
今 年 我们 国 家专 门 成立 了 应急 管 理
部袁 把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高到一个
前所未有的高度遥 农村应急广播体系
是国家应急体系和国家公共服务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我们现在的应急广
播建设就是省尧市尧县尧镇尧村五级统一
协调尧上下贯通尧可管可控尧综合覆盖
的 全 省应 急 广播 体 系的 重 要组 成 部
分遥
其次袁 农村应急广播是应急信息
发布的迫切需要遥 早在 2013 年雅安地
震时袁 国家应急广播的呼号就正式启
用袁在正常通讯中断尧常规信息无序的
情况下袁 应急广播及时传递党委政府
的权威声音袁 有力地推动了抗震救灾
工作的开展遥 今 2019 年 6 月 17 日 22
时 55 分在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了
6.0 级地震遥 与以前多次地震明显的不
同是袁在这次地震时袁成都高新减灾所
与应急管理部门联合建设的大陆地震
预警网成功预警本次地震遥 17 日长宁
发生地震后袁 成都共有 110 个社区实
现野大喇叭冶倒计时预警袁其中成都高
新区 60 个遥 系统提前 10 秒向宜宾市
预警袁 提前 31 秒向贵州省毕节市预
警袁提前 61 秒向成都市预警遥 包括成
都尧宜宾在内的 13 个开通了广播电视
地 震 预警 的 地区 发 出了 电 视地 震 预
警遥 同时袁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还通过
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区居民发布预警
信息袁实现多途径尧广覆盖的地震预警
服务遥 所以袁我们现在建设农村应急广
播 是 依靠 现 代通 信 技术 应 对自 然 灾
害尧事故灾难尧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
全事件等各类突发事件的有效手段遥
最后袁 农村应急广播是政府行政
管理和日常宣传的重要阵地遥 农村应
急广播的使用原则是平战结合袁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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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平冶原来是指和平袁现在指平常袁
野战冶指原指战争袁现在指特殊时段袁也
就是说应急广播不光用来应急的袁更
重要的是平时发挥作用遥 比如院政府在
宣传政策时尧在秸秆野双禁冶时尧在发布
通 知时 都 可以 通 过应 急 广播 进 行发
布遥 与以前的村级广播不一样的是袁我
们现在的应急广播标准提高了袁 平台
联网尧可管可控袁通响有保障袁效果更
好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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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运人”在行动

执法人员查询出租车公司野创文冶情况

高铁站工作人员在擦拭公益广告牌

车站志愿者向乘客分发宣传单页

连日来袁县交通运输系统按照县野创文冶指挥部决策部署袁高度重视野创
文冶综合测评工作袁进一步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袁全面落实创建任务袁争分夺
秒查缺补漏袁聚焦问题抓好攻坚袁把野创文冶迎检工作与行业日常监管工作结
合起来袁全面推进各项创建工作落到实处袁确保顺利完成野创文冶迎检各项工
作任务遥
本报记者 王明月 通讯员 王克成 摄

执法人员向出租车司机普及服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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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站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