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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大对贫困人口、低保人员和失业人员等的帮扶保障力度

明确措施减免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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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5月3日、5月12日、5

月20日……近期， 结婚的好日子
接踵而来，婚宴、婚庆也在逐步恢
复当中。 为了最大程度减少交叉
感染，避免人员聚集，不少新人简
化流程、减少酒席桌数。酒店也一
次性只接待几桌， 婚礼现场的布
置也从“豪华装”转为“简装”。（4
月18日《扬子晚报》）

受疫情影响，今年有不少新人
都推迟了婚礼， 到了四五月份，俨
然进入了婚礼“黄金期”。往年很多
新人都会选择在这个季节结婚，一
是因为天气理想， 二是假期集中，

但今年显然无法像往年那样可以
让新人们及亲友热热闹闹举办婚
宴了，毕竟防控仍然不能放松。

对于新人们来说，希望自己的
婚礼能够热闹、 隆重是情理之中
的，结婚是人生大事，当然希望更
多的人能前来见证自己的幸福时
刻。如今婚礼从简，意味着观礼的
亲友人数、场面豪华度都会大打折
扣，遗憾多少是有的。但其实反过
来想一下， 这或许也是件好事，置
办婚礼，从来都是一件既繁琐又累
人的事，越是讲排场，繁琐程度就
越高，接亲、送亲、酒店预订、现场

布置、亲属安排等等，哪一项都让
人头大，况且还有高昂的花销以及
份子钱今后的回礼，这些问题捋下
来，足以感叹结个婚真累人。

如果婚礼从简， 那么累人程
度相应也会减少很多。首先，受疫
情影响，婚宴人数就受到限制，新
人们可能就只会邀请最亲近的人
来参加婚礼。相应地，婚礼流程和
时间也会缩短， 不会让新人们疲
于应付。从更为现实的角度来说，
各种婚礼的支出也会减少， 新人
及双方家庭的负担也轻了很多，
这有何不好呢？

从各种社会活动的现状来看，
疫情确实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比
如中国人的婚礼，铺张浪费、相互攀
比是以前常见的状态，结个婚，折腾
一大批人，不仅新人累，新人的亲属
也累，而满天飞的“红色炸弹”这种
人情陋习更是让其他人也累。婚礼
从简，可谓是给不少人“减负”。

很多时候，我们受人情陋习所
累，有苦难言，而其实，人情陋习并
非不可改变。两个人结婚，仪式感
固然重要，但两个人之间的情意和
幸福更重要，我们可以让人来见证
自己的幸福，但不必非要裹挟一些

无关紧要的人前来观礼。 婚礼的质量
与豪华程度并不必然相关， 婚姻的质
量与见证人的多少也并不相关， 作为
一种仪式， 它只是证明你进入了人生
的另一个阶段和状态， 若非要附加太
多的东西在其上， 那只不过是人们给
自己徒添负担罢了。

如今新人们大多选择婚礼从简
固然是因为疫情的这一外力影响，但
未尝不能让这种从简之风成为一种
新时尚，让新人及家属从繁琐的婚礼
程序中解脱出来，让其他人减少人情
支出，也让人情陋习得到有效遏制。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何不将“婚礼从简”当做新时尚

记者4月21日从省纪委监
委获悉， 岳阳市委原书记刘和
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
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
察调查。

据介绍， 刘和生1962年1月
出生， 祁东人，1981年8月参加
工作，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2000年10月至2001年12
月， 任攸县县委书记；2001年
12月至2006年6月， 任省总工
会副主席、 党组成员；2006年6
月至2013年5月，历任娄底市委

常委、纪委书记，娄底市委常
委、 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2013年5月至2015年5月，任
郴州市委副书记、 市委党校
（市行政学院、 市社会主义学
院）校（院）长；2015年5月至
2019年12月，历任岳阳市委副
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岳阳
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2019年12月至今任省人民
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
主任委员。

■本报记者

3万亩“私人湖泊”
13天内彻底拆除

下塞湖地处洞庭湖腹地，人
工修筑围堤18600多米， 形成跨
沅江、湘阴、汨罗三县市的一个巨
型矮围。长期以来，通过人工筑堤
和控水， 该矮围成为大规模非法
捕鱼的“帮凶”。

“2001年， 私营业主夏顺安
承包下塞湖生产销售芦苇；2008
年因效益下滑， 夏顺安通过违规
承包非法修建矮围将下塞湖据为
己有。” 回忆过往，沅江市副市长
高应良直摇头。为此2015年6月，
沅江市督促夏顺安自行拆除泥堤
320米；2016年11月，掘毁西北段
泥堤1.8公里；2017年5月，实施爆
破，功能性摧毁对北闸。

“事情的转折点还要从2018
年说起。” 高应良指着下塞湖远处
的一块宣传牌介绍，2018年6月3
日，沅江市漉湖芦苇场下塞湖矮围
整治现场，99台大型推土机、13台
挖机、2台吊车、15台建筑垃圾转运
车来回穿梭，在南堤、北堤、节制
闸、 房屋垃圾4个战场同步作业，3
万亩“私人湖泊”13天内彻底拆除。

将打造“最美南洞庭湖”
旅游度假区

4月14日，记者走进下塞湖拆
围现场， 路面覆盖着茂密的绿色
植物， 其间还有紫色小花蓬勃盛
开。远远望去，像是给田野铺上了
一层绿色的地毯。

“以前从这走过，都是被推平

的土包、裸露的泥巴，现在这里都种
满了绿肥。”沅江市漉湖芦苇场党委
委员、 政协联工委主任王献军指着
地面的植物说。

矮围拆除后， 下塞湖将如何发
展？高应良表示，将重点挖潜湖洲湿
地资源，打造“最美南洞庭湖”旅游度
假区、中心城区“东方威尼斯水上之
城”和“赤山岛”国际生态旅游岛，重
点推进“两湖新区”水上运动小镇、黄
家湖“洞庭乡愁”等项目建设开发。

同时，沅江还将充分利用“下塞
湖”，打造警示教育基地和洞庭湖生
态湿地游目的地； 推动芦苇产业转
型，在造纸企业全面退出的同时，重
点发展芦笋产业和芦菇产业； 积极
发展“四水”农业，打造洞庭湖区“生
态优质水稻、生态优质水产”为主体
的现代综合种养农业产业带……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4月21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加大对贫困人口、 低保人
员和失业人员的帮扶保障力
度； 决定提高普惠金融考核权
重和降低中小银行拨备覆盖
率， 促进加强对小微企业的金
融服务； 明确帮助服务业小微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缓解房租压
力的措施。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
务院部署，应对当前经济发展面
临的前所未有挑战，必须采取更
有针对性的措施，加大基本民生
保障和兜底力度。一要加强农村
贫困人口帮扶。国家重大项目建
设优先安排贫困劳动力务工，扩
大以工代赈投资建设领域和实
施范围、将劳务报酬比例由10%
提高至15%， 拓展扶贫车间、公
益岗位等就地就近就业机会。将
扶贫小额信贷还款期限延长至
今年底。对受疫情影响可能存在
返贫、致贫风险的人员加强摸底
排查，做好帮扶。对有劳动能力
的贫困边缘人口，可纳入扶贫小
额贷款贴息、技能培训等扶贫政
策给予支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
贫困地区特色产品扩大销售，增
加农民收入。二要对符合低保条
件的城乡困难家庭做到应保尽
保，及时将未参加失业保险且收
入低于低保标准的农民工等失
业人员，纳入低保、救助等范围。
对受疫情影响遭遇暂时困难的

人员做好临时救助。 三要在落
实落细今年已出台的延长大龄
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
限、阶段性实施失业补助金、提
高价格临时补贴标准等失业人
员帮扶措施基础上， 进一步将
失业保险保障范围扩大至城乡
所有参保失业人员。其中，将去
年1月以来参保不足1年的失业
农民工阶段性纳入保障范围。

为促进金融机构更好服
务小微企业，会议确定，将普
惠金融在银行业金融机构分
支行综合绩效考核指标中的
权重提升至10%以上，鼓励加
大小微信贷投放。同时，将中
小银行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
阶段性下调20个百分点，释放
更多信贷资源，提高服务小微
企业能力。

为减轻小微企业和个体
工商户房租负担， 会议确定，
推动对承租国有房屋的服务
业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免
除上半年3个月租金。 国有企
业尤其是央企和高校、研究院
所等企事业单位要带头。出租
人减免租金的可按规定减免
当年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
税，并引导国有银行对减免租
金的出租人视需要给予优惠
利率质押贷款等支持。非国有
房屋减免租金的可同等享受
上述各项政策优惠。

■据新华社

岳阳市委原书记刘和生接受审查调查

拆围一年多，下塞湖重现湖光潋滟

系列报道之三

湖光潋滟新磨镜，山色葱茏罨画图。4月14日，记者
在沅江下塞湖看到的正是这样一幅美丽和谐的生态画
卷：湖水波光粼粼，片片芦苇摇曳，鱼儿戏水，白鹭翩跹。

沅江下塞湖， 曾经因一道垒砌的堤坝围出近3万亩
“私人湖泊”，严重影响了湿地生态和湖区行洪。2018年

6月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短短13天内彻底拆除了危害10多年的非法矮围。通过自然修复和人工
促进植物修复，洞庭湖又恢复了往日的湖光潋滟。 ■记者 卜岚

4月14日，记者在现场看到，沅江下塞湖矮围拆除后，又恢复了昔日“一碧万顷”的景象。 记者 卜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