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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 要闻

创意云南 2019 文化产业博览会 8 月 8 日启幕

网红直播营销大赛来袭
有胆你就来 秀出彩云南
昨日，创意云南 2019 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文博会”
）举行首场发布
会。记者从组委会获悉：文博会将于 8 月 8 日至 12 日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
举办。除主会场 7 个场馆外，还将设置 6 个分会场。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
博会门票除现场发售外，还将以更优惠的价格，在春城晚报-开屏新闻客户
端小程序进行线上发售（近期即将上线，可及时关注相关报道）。

开屏客户端购票可享 10 元优惠
本届文博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省
教育厅、省科学技术厅、省农业农村厅、
省文化和旅游厅、各州（市）委宣传部、
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云南报业传媒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云南广电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云南广播电视台（云南广电传媒集团有
限公司）、东方环球（昆明）国际会展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协办，云南报业文化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文博会以“文
化融合发展，创意提升价值”为主题，将
在昆明国际会展中心主会场设置 7 个展
馆。分别为：文化融合发展馆、精品文
创馆、云花云陶馆、动漫电竞馆、州市文
产精品馆、昆明文产精品馆、文化产业

成就馆。除了主会场外，还将设置丽江
古城分会场、云纺文化创意园分会场、
大理古城分会场、艾维美术馆分会场、
斗 南 分 会 场 、871 分 会 场 等 6 个 分 会
场。同时，为了扩大影响，突出展会专
业性、提升关注度，文博会期间还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系列活动。
本届文博会门票将采取现场售票
和网络售票两种方式发售。除了在展
会现场购买纸质门票外，市民还可以通
过春城晚报-开屏新闻客户端小程序在
线购买文博会门票。购票成功后，将获
得唯一的电子二维码，现场出示二维码
进行核销即可入场。现场购票门票价
格为 30 元/张，线上购票可享受 10 元优
惠，价格为 20 元/张。

青年艺术家驻场创作呼吁“减塑”
当这个社会在不断“加速”时，我们
用艺术的观念性来回应对时下“减塑”
应该提倡适当“减塑”。作为此次文博 “环保”等话题的态度，提升群众对于环
会分会场之一，艾维美术馆将在文博会
境保护的意识；用年轻人的眼光和当代
期间举办以环保为主题的艺术作品展， 艺术的表现形式来再现个人对艺术、空
倡导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间的探索，以及对当下环境污染的痛感
作为一个反映作品与空间关系的
与反思，呼吁民众提高环保意识，特别
装置作品对话展，艾维美术馆将邀请中
是把对滇池保护和治理的理念融入其
国美术学院博士张有魁、韩国艺术家金
中。
善珍两位青年艺术家，进行为期一个月
记者了解到，为加强市民参与感，
的驻场创作。
“ 两位艺术家将于本月 15
艺术家创作用的塑料制品将从社会征
日进驻美术馆，之后会根据滇池、西山
集。
“ 从 7 月 15 号到 19 号，我们将在昆
风景区带给他们的整体感受来创作，8
明市区设回收点，向社会征集 5000 个
月 9 号正式开展。”艾维美术馆相关负责
矿泉水瓶和 150 公斤以上的塑料袋。”
相
人介绍，两位艺术家将根据艾维美术馆
关负责人说。据介绍，他们将面向社会
展览空间，以塑料为材质创作展览作
招募志愿者，帮助艺术家们完成征集活
品，通过“现代装置艺术”的方式呈现， 动，为展览助力。

网红直播为云南文创产品带货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文博会将举办
网红直播营销大赛活动，邀请网红主播
在文博会现场进行直播，为云南文创产
品销售增添新的活力。
直播营销大赛采取网上报名的方
式，7 月 1 日至 20 日，所有报名者可以通
过登录报名网址或扫描二维码线上报
名。本届文博会的参展企业以及在淘
宝或天猫平台取得直播权限的达人主
播，均可以报名参赛。大赛将在文博会
现场搭建直播间，参赛主播可选择在直
播间直播或是在商家展位上进行直播。
本次大赛共征集参赛商家 30 家，组
委会将按报名先后顺序、主推产品属
性、企业经营情况等，从金、木、土、石、

布、食 6 个类别中各择优甄选 5 家企业，
汇总参赛商品并形成产品库，参赛主播
从产品库中选择产品进行直播营销。
大赛组委会专门组建了“评审委员
会”，对参赛者及参赛产品进行评审。
将根据销售量、销售额、观看人数、单品
销量等评选指标，分别评选出“直播销
量冠军主播”
“ 最具实力网红主播”
“最
高人气冠军主播”
等奖项。
本届文博会期间，还将开展“我与
我的祖国”文创大赛、
“ 影动视界·镜游
云南”影视动漫融合旅游产业发展论
坛（研讨会）活动以及万人刺绣大赛作
品集中展示等亮点活动。
本报记者 孙琴霞 罗宗伟

开屏新闻App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7 个州市低保户和特困人员
可领临时补贴
近段时间以来，物价上涨成为人
们热议的话题，依靠低保为生的人群
如何缓解由此带来的生活压力呢？
近日，省民政厅、财政厅联合下发通
知，要求昆明、曲靖、保山等 7 个州市，
根据本地价格涨幅情况制定相关措
施发放临时补贴。补助对象为 2019
年 5 月在保的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
象、特困人员。
省民政厅相关人员介绍，今年以
来，受国际国内经济大环境影响，全
省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较快，总
体水平逐月攀升。据国家统计局云
南调查总队 2019 年 5 月调查结果显
示，全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中
的食品单月同比涨幅达到 6.9%，达到
启动云南省低收入群体价格临时补
贴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的条件。

目前，我省 5 月 CPI 中食品价格
单月同比涨幅超过 6%的有昆明市、
曲靖市、保山市、昭通市、普洱市、临
沧市、红河州。根据全省城乡低保保
障标准基数进行测算并依据相关政
策规定，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和特
困救助供养对象：昆明市 31 元/人·
月 ，曲 靖 市 19 元/人·月 ，保 山 市 18
元/人·月，昭通市 24 元/人·月，普洱
市 21 元/人·月，临沧市 30 元/人·月，
红河州 15 元/人·月；农村最低生活保
障对象：昆明市 17 元/人·月，曲靖市
10 元/人·月，保山市 10 元/人·月，昭
通市 13 元/人·月，普洱市 11 元/人·
月 ，临 沧 市 16 元/人·月 ，红 河 州 10
元/人·月。价格临时补贴发放工作
计划于 2019 年 7 月 20 日前完成。
首席记者 宋金艳

我国首次就加强“事实孤儿”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只生不养”
的父母将被追责
民政部 10 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
布了 12 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
步加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工作
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就加强“事
实孤儿”
保障工作出台专门意见。
根据意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是
指父母双方均符合重残、重病、服刑
在押、强制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
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
儿童；或者父母一方死亡或失踪，另
一方符合重残、重病、服刑在押、强制
隔离戒毒、被执行其他限制人身自由
的措施、失联情形之一的儿童。
民政部的摸底排查数据显示，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事实孤儿”约
有 50 万名。其中属于上述第一类情
形的约有 22 万名，属于第二类情形的
约有 28 万名。
意见同时明确了“事实孤儿”的
认定流程，包括申请、查验、确认、终
止等环节。明确了“事实孤儿”的几
项重点保障工作，包括强化基本生活

保障、加强医疗康复保障、完善教育
资助救助、督促落实监护责任、优化
关爱服务机制。
其中还明确，对有能力履行抚养
义务而拒不抚养的父母，民政部门可
依法追索抚养费，因此起诉到人民法
院的，
人民法院应当支持。
意见明确，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
和公安机关等部门应当依法打击故意
或者恶意不履行监护职责等各类侵害
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根据情节
轻重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对符合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
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情形
的，
应当依法撤销监护人监护资格。
意见还提出要健全信用评价和失
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将存在恶意弃
养情形或者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
段骗取保障资金、物资或服务的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
录，
纳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实施
失信联合惩戒。 新华社记者 罗争光

新华社发 商海春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