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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 综合

淇滨区：
31 个重点项目唱响全域旅游大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通讯员 薛山 文 淇滨区委宣传部 供图
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项目，五号
山谷二期、中原桑蚕文化园、桑
园小镇综合配套等文旅项目。
2021 年重点启动实施鹤壁东
区水系、淇河国家湿地公园生
态修复、长城文化风情小镇等
项目。通过实施三年计划，实现
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生态
环境显著提升，基础设施明显
改善，文旅精品线路和品牌基
本形成。
据悉，按照部署，该区将进
一步提升站位，抢抓机遇，持续

研究，紧盯政策导向，系统谋
划，争取更多项目尽快进入国
家、省、市盘子。进一步加强调
度，加快实施，谋划项目抓手
续、争取项目抓前期、实施项目
盯进度、完工项目重效益，在资
金筹措、拨付等方面统筹保障。
进一步主动对接，协同发展，遵
照全市统一规划部署，在功能
定位、产业布局、项目实施等方
面与各县区差异化发展、协同
推进，努力走出一条全域旅游
发展全新之路。

河润泽了城，城丰富了河，
城与河相得益彰。

11 月 19 日，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在鹤壁市淇滨区采访中了解到，近几年，淇
滨区围绕“诗经淇河”深挖细耕文化旅游资源，保护传承历史文化，精心打造美丽淇
河。此次将抓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机遇，深化文旅供给侧改革，以全域旅游打造为抓
手，加快构建“一河一带一平台”文化旅游发展新格局。
旅游大戏让山村旧貌变新颜，
拥抱新生活。

滨淇河 和淇滨
深挖掘 做精品
素有“北方漓江”之称的淇
河，沿岸竹木繁茂，风光秀美。
盘石头水库、七里沟、天然太极
图等景观观赏性强，每年都会
吸引大批游客。
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淇河，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两岸的文
物遗存不但高度密集，
而且文化
序列完整，
仅淇滨区界内沿淇河
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
处，
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7 处
以及文化遗存点 30 多处。
另外，
《诗经》也为我们留下了《卫风·
氓》等著名篇章，李白、杜甫、高
适、
苏轼等文人墨客也都留下了
有关淇河的诗歌。
近些年，淇滨区围绕“诗经
淇河”深挖文化旅游资源，全面
梳理淇河沿线的文化遗产资
源，提炼淇河文化的内涵精髓、
精神标识，大力实施淇河文化
探源工程，深度挖掘山的故事、
水的文化、洞的神奇和村的古
韵，不断丰富文化研学、非遗展
示、田园体验、精品民宿等业
态，使静态的文化“活”起来。同
时，在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上
坚持城乡联动，差异化发展。立
足资源禀赋优势，推动重点区
域、重点项目深度发展，穿珠成
链、轴带贯通，打造文旅精品。
为重现昔日诗人笔下的淇
河风光，淇滨区以淇河生态水
系为依托，通过河滩河道的治
理、生态修复及景观绿化，打造
了淇河国家湿地公园，草木绿
意盎然、水系纵横交错，吸引了
上百种鸟类栖息。
除了做好“水”的文章，淇
滨区在“诗”字上也下足了功
夫。淇水岸边的淇水诗苑，是一
座长达 3 公里的诗歌长廊，收

集了历代咏淇诗歌 1500 余首，
以 5 个篇章依次展现。诗与河
的珠联璧合、交相辉映，再现了
历代咏淇诗歌的精髓。

巧站位 抓特色
乡村旅游绽奇彩
淇滨区根据山形水势，在
淇河上峪乡段开发淇河谷景
区，高空玻璃栈道、滑道、高空
秋千等一系列高空体验项目，
给游人提供了观赏淇水两岸风
光的独特视角。
淇河两岸的古村落，利用
淇河美景的优势，把乡村“变”
景区。2017 年，上峪乡桑园小
镇搭上了淇河生态旅游度假区
建设的快车，驶上了乡村旅游
发展的高速路。如今，越来越多
的游客被桑园小镇吸引。桑园
小镇旁的白龙庙村，大力发展
民宿，把山野自由的氛围和无
边泳池、酒吧、观景餐厅等完美
融合，使这些原本简单典雅的
居所，犹如一个回味无穷的艺
术摆件，演绎出诗意淇河的幽
雅与随性。淇滨区还大力完善
旅游功能，比如规划建设全区
旅游交通环线，重点推进桑园
至柏尖山道路贯通、桑园小镇
下口至将军泉道路拓宽、淇河
国家湿地公园至许沟村道路绿
化、南海路景观提升，加快建设
横岭小镇游客服务中心、全域
旅游游客中心项目建设，持续
完善景区停车场、旅游家具等
配套设施，积极打造功能完善
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综合运
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加
快推进智慧旅游景区一体化管
控平台建设，集旅游管理、产业
监测、指挥调度于一体，为游客
提供全程化、个性化、便利化智
能服务。

大手笔 善谋划
31 个重点项目
镶嵌“全域旅游分布带”
淇河被列入大运河文化保
护传承利用规划中，这对淇滨
区来讲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
遇。
淇滨区迅速成立工作专
班，结合实际及产业发展定位，
确定了“东部创智引领，中部服
务晋星，西部文旅提升，向北向
南协同”的发展思路。
“ 我们将
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大运河
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重点，以
全域旅游打造为抓手，走出一
条体验经济引领的文旅融合、
景城一体、城乡互动、主客共享
的全域旅游发展之路。”淇滨区
发改委负责人说。
共谋划了鹤壁东区龙岗生
态保护修复项目、水系建设提
升项目、综合管廊项目，淇滨区
国储林基地建设项目、大赉小
镇生态水系改造建设项目、沿
淇河道治理项目等 31 个重点
项目，其中，正在实施的项目有
11 个，如淇河流域山水林田湖
草项目等；正在争取的项目有
6 个，如大赉店遗址保护项目、
南太行地区生态保护修复项目
等；谋划的项目有 14 个，如刘
庄遗址公园项目、淇河中上游
拦河坝建设工程等。
根据谋划落实情况，淇滨
区确定了“一年显成效、两年求
突破、三年大提升”的推进思
路。2020 年到明年上半年全省
文旅现场会期间，重点启动实
施南太行生态保护修复、鹤壁
东区龙岗生态保护修复、城区
沿淇基础设施提升等生态环境
保护修复项目，金山景区、大赉
店遗址公园、商卫遗址公园等

徜徉在桑园小镇的游客流连忘返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技能大赛
焊接技术比赛
在濮阳市油田职业中专圆满收官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谷武民 安立军
通讯员 王德甫 任战林
本报濮阳讯 由河南省
教育厅主办，河南省职业技
术教育教学研究室承办，濮
阳市教育局、濮阳市油田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协办的
2020 年河南省中等职业教
育技能大赛加工制造类焊接
技 术 比 赛 ，为 期 三 天 ，已 于
10 月 25 日圆满结束。
10 月 23 日 下 午 ，2020
年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技能
大赛焊接技术比赛开幕式在
濮阳市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北二楼报告厅举行。
焊工技能操作竞赛分 3
个项目。在本次河南省中等
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加工制造
类焊接技术比赛过程中，有
34 个参赛单位，57 名选手参
赛，分三场进行。23 日下午
开幕式结束后，全体选手在
焊接技术比赛场地交验工
具，进一步熟悉实操场地并
进行抽签确定比赛顺序。

10 月 24 日 上 午 9 点 在
濮阳市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
校南二楼会议室，省派联络
员白国祥校长主持召开了座
谈会，各参赛单位的领队、指
导教师，紧密结合焊接技术
大 赛、师 资、招 生 等 有 关 问
题，
积极踊跃发言。
两天内三场比赛按照抽
签结果进行，每场比赛提前
30 分钟到场地检录，在濮阳
市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工
作人员的带领下，裁判员、参
赛选手有序进场、入位，焊接
技术比赛进入激烈紧张的角
逐……
据悉，河南省中等职业
教育技能大赛加工制造类焊
接技术比赛共有 9 名选手获
一等奖，
14 名选手获二等奖，
17 名选手获三等奖，濮阳市
油田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参赛
的 2 名选手均获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