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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网栾川县供电公司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持续深化“豫电
青马”和青年精神素养提升
工程，团委和各专业部门联
合开展“技能淬炼青春匠心
铸就梦想”系列活动，阶段
性对核心班组中青年员工
的成长成果进行检验，让党
的二十大精神在基层落实、
落地。

该公司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与难题
攻坚紧密结合，通过学习获
得方法论，理解辩证关系，
提升思维认知，推动难题破
解。两年来，公司在全力建
设核心业务班组的总目标、
总方向指引下，变电、输电、
检修等生产专业制定实施
方案、明确时间进度，通过

师带徒、理论培训+实践作
业、青年岗位练兵、技术比
武等多种方式，为青年员工
搭建成长平台，努力打造一
支实战化技术过硬的生产
检修队伍。

3月 9日，在首次展示
中，变电、输电、检修专业青
工代表全面展示两年来核
心班组建设的学习成果，来
自变电专业的青工代表现
场默画变电站一次系统接
线图，并针对师傅提出的问
题开展事故预想；来自输
电、检修专业的青工代表们
逐一分享了自己的所学、所
思、所悟；青年讲师万乾鹏
作为公司“青年讲师团”的
杰出代表，结合自己扎根变
电运维专业十年来的心路
历程，以全国人大代表高珂

的技能成才之路鼓励青年
朋友要做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
青年，立足平凡岗位，做出
不凡业绩。

检修班段建伟作为“师
傅”代表结合自身成长经
历，告诉青年员工每个人的
成长都需要时间的沉淀，鼓
励大家不要因为短时间内
看不到回报，就拒绝付出，
拒绝学习，要有恒心和毅
力，付出和时间不会辜负每
一个辛勤努力的人。运维
部主任孔良与青年员工分
享：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未
来不会亏待大家。青年员
工纷纷从“怎样更好地做好
规划”、“从工作中体验到纯
粹的快乐”、“让安全的保障
更完善”等方面发言。

国网栾川县供电公司开展系列活动：

技能淬炼青春 匠心铸就梦想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李晓波 通讯员 汤新娜 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

2023世界研学旅游大会
定于4月3日在河南洛阳举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菊 通讯员 李雅娟 文图

3月8日，2023世界研
学旅游大会新闻发布会举
行，隆重向媒体发布本届大
会相关情况。本届大会定
于4月 3日在河南洛阳举
办，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洛阳市人民政府、世界
研学旅游组织联合主办，洛
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
办。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党组成员、副厅长、一级巡
视员朱建伟，洛阳市人民政
府副市长任丽君，世界研学
旅游组织执行主席杨振之
等领导出席发布会，并回答
记者提问。

朱建伟副厅长介绍了
河南研学旅游产业发展情
况，指出，河南具有发展研
学旅游的宝贵资源和坚实
基础，举办本次大会推动讲
好行走河南的中华文明故
事，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的重要举措、是落实省
委、省政府“文旅文创融合
战略”的有效抓手，必将增
加河南研学旅游发展的全
球曝光度和国际影响力，为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打开
国际窗口，助力河南打造

“国际知名的研学旅游目的
地”，向世界展现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洛阳市人民政府副市
长任丽君代表主办城市，介
绍了本届大会筹备情况和
重点活动安排。据悉，本届
大会将顺应“颠覆性创意、
沉浸式体验、年轻化消费”
的文旅产业发展新趋势，汇
聚政务嘉宾、全球文化和旅
游组织代表、国内外研学旅
游服务商、研学营地（基地）
代表、旅行社代表等200余
人，通过“开幕式+主论坛、
分论坛+天街研学嘉年华+
研学考察”的形式，沉浸式
体验洛阳研学新产品，切身
感受河南研学创新发展理
念，助力文化自信背景下研
学提速与研学产业链新谱
系的构建。

杨振之主席就世界研
学旅游组织的使命和大会
主办地选择作了介绍，表
示，河南是华夏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是发展研学旅游无
与伦比的胜地，大会举办地
洛阳犹如沉浸式体验研学
的百科全书。世界研学旅
游组织河南代表处落户洛
阳，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的宗旨，将为河南开拓
境外游学市场、引入知名研
学机构，不断树立“认识中
华从河南开始”境外游学品

牌体系，增强河南研学旅游
发展的国际影响力。

据悉，2023世界研学
旅游大会举办时间正值第
40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期间，2023世界研学旅游
大会主要活动安排为：

4月 3日上午9时，在
洛阳正大文化交流中心举
办大会开幕式，现场将举办
河南研学主题线路图片展，
省文旅厅将对全球发布《河
南黄河文化千里研学产品
及十大研学主题线路》，世
界研学旅游组织将发布河
南研学《洛阳宣言》。随后
举行“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主论坛，邀请业内知名专家
发表主旨演讲。

4月3日下午，将平行
展开4个分论坛，由知名专
家学者、营地教育操盘大咖
围绕古都研学、黄河文化研
学、高校研学教育创新、营
地教育和品牌运营四个主
题，进行主旨分享和现场交
流，就研学旅游创新发展把
脉问诊、建言献策，助力河
南文化、旅游、教育深度融
合，促进研学产业高质量发
展。

4月3日晚，将在天街
东方博物馆之都研学营地
举办研学嘉年华，设置研学
运营经验分享、“豫菜新做”
特色主题晚宴、河南特色研
学课程体验等板块，嘉宾通
过参与可欣赏、可品鉴、可
感知、可触摸的体验课程，
品尝中原美食，欣赏音乐盛
宴，分享经验心得，交流对
接业务。

4月4日上午将考察洛
阳重点研学基地。设置“隋
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小浪底大坝-西霞院”“唐
三彩博物馆-洛邑古城”3
条体验线路，与会嘉宾自主
选择感兴趣的方向，沉浸式
体验洛阳研学创新产品，感
受河南研学产业新谱系，在
互学互鉴中互相启示、拓展
思路。

“在沉浸式研学体验环
节，从洛阳世界级的研学旅
游资源中精选‘五都荟洛’、

‘千里黄河’、‘唐三彩’作为
课程研发核心，全新开发沉
浸式研学课程，向与会人员
呈现洛阳研学产品创新发
展的新路径，为河南研学旅
游产业增加新谱系，为‘行
走河南·读懂中国’品牌点
亮独特价值。”在新闻发布
会上，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李振刊
答记者问时表示。

惠民旅游“大礼包”来了
2023临沂文化旅游（洛阳）推介会成功举办

□大河报·豫视频记者 高菊 通讯员 周亚伟 李雅娟

3 月 15 日，“红色沂
蒙 时尚临沂”2023临沂文
化旅游（洛阳）推介会在洛
阳市涧西区牡丹城大酒店
举行。来自临沂市的蒙阴
县、莒南县、沂南县、平邑
县、沂水县等地的推荐官
对临沂市典型县区和代表
景区进行了推介。洛阳市
部分旅行社代表、新闻媒
体记者等参加了推介会。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志民，
临沂市文化和旅游局四级
调研员高志国参加了推介
会。

推介会现场，高志国向
大家介绍了临沂文旅资源、
旅游产品等相关情况。他
希望通过本次推介会的举
办，能够进一步促进两市区

域文旅合作，进一步推进两
市旅游市场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市场互动、客源
互送、互惠共赢、共同发展。

推介会现场，张志民分
别介绍了洛阳和临沂市丰
富的文旅资源和两地的历
史渊源。他说，春秋时期，
鲁国孔子入周拜会老子，至
今洛阳还保留着孔子入周
问礼处石刻；现代洛阳和临
沂同处黄河文化带，两地文
化相近，血脉相连。希望今
后两地能够加强交流合作，
洛阳旅行社主动对接临沂
旅行社，洛阳媒体积极宣传
报道临沂文化旅游资源，为
两地人民搭建互相了解和
沟通的桥梁，同心协作，实
现客源共享，目的地互换，
促进两地文旅联动发展。

活动现场播放了《临沂
旅游宣传片》并对临沂精品
旅游线路进行了推介。近
年来，临沂旅游业呈现快速
发展势头，旅游产品业态齐
全，构建了以“绿色沂蒙、红
色风情、文韬武略、地质奇
观、水城商都、温泉养生、乡
村休闲、研学旅游”等八大
板块为代表的精品旅游体
系。此次推介会的成功举
办，将有利于洛阳临沂两地
的互惠互利，共同发展。

推介会现场还发布了
《2023 年度临沂市旅游团
队奖励办法》、《2023 年度
沂水县过夜旅游团队奖励
办法》等各种针对旅游团
队的奖励政策，为洛阳群
众带来实惠的旅游“大礼
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