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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内乡县衙和南阳市
多家单位联合打造的穿越题材
反腐倡廉预防职务犯罪微电影

《楹 联 背 后 的 故 事》已 成 功 收
尾。本片将于 9 月初面世，并参
加全国法制微电影大赛。

内乡县衙是保存完整的封
建时代县级官署衙门，厚重的廉

政与官德文化深受专家学者和
广大游客青睐。 2014 年，内乡
县衙大力打造廉政与官德文化，
并进行全国廉政教育基地申报，
在今年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中，到内乡县衙专题学习廉
政与官德文化受教育人群达 16
多万人次。 （朱天玉）

8 月 21 日，三门峡市双龙湾
景区举行国家 4A 级景区揭牌仪
式。旅游界各级领导及晋陕豫
200 余家旅行社代表及 60 余家
媒体见证了此次盛会。

双龙湾景区位于河南省三
门峡市卢氏县磨沟口乡,面积
约 20 平方公里,因屹立着大龙
头 、小 龙 头 两 座 奇 峰 而 得 名 。
白天的游船带领游客饱览自然
风光，夜晚闪烁在山坡的模拟

“星星”、“月亮”，把这里映照得

美轮美奂。
三门峡市双龙湾国家 4A 级

景区的成功创建，是三门峡大旅
游事业发展的一件大事，也是交
通旅游投资集团发展史上的一
件喜事。景区表示，将以成功创
建 4A 级景区为契机，进一步整
合景区资源，理顺管理体制，提
高管理水平和提升基础设施，力
争 3 至 5 年时间把双龙湾景区打
造成国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刘春香）

8 月 22 日，从 2014 中华枣乡
风情游暨第十二届好想你红枣
文 化 节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传 来 消
息，本届中华枣乡风情游将于 9
月 6 日—10 月 7 日在好想你红
枣科技示范园举行。新郑市旅
游和文物局特别推出数条一日
游、二日游和自驾游线路，河南
南湖国旅开通旅游直通车，让
游客体会别样的枣乡风情。

据了解，今年枣乡风情游活
动期间，大家可以到红枣工业
园、科技示范园、中华枣文化博

物馆、万佛苑、红枣产业综合园
一饱眼福，还可以到采摘园区、
红枣养生苑享受农家美味，尽享
吃、住、行、游、购、娱的旅游乐
趣。今年的枣乡风情游除了举
行“最美孕妈健康‘枣’餐”活动、
好想你公司关爱贫困大学生公
益活动之外，民族婚礼秀将让游
客体验不同民族的婚礼习俗；开
心农场将有枣树认领、土地认
租；红枣卡通人物邀您共游枣
园，特色新颖的打枣仪式等，将
带给游客不一样的感受。（高沛）

从济源市旅游局传来消息，截至目前，本年度济源
市各景区已接待单次 300 人以上两日游特大旅游团队
达到 13批，是历史同期最高纪录的 2倍多。

据介绍，济源市景区接待单个最大旅游团队达到创
纪录的 3500 人，除省内各地市外，江苏徐州，山西运城、
临汾、大同等成为济源入境旅游游客的主要客源地，依
此势头，济源本年度接待 300 人以上两日游旅游团队有
望超过 20批。

济源旅游市场之所以呈现这样的火爆场面，得益于
济源市旅游局采取务实营销战略，制定了机动灵活的特
大团队奖补政策以及夏季漂流、水世界等水上娱乐项目
的拉动。据悉，济源旅游局与河南中旅集团在郑州联合
成立了济源旅游运营中心，大力夯实省内一级客源市
场，与山西旅行社联盟，徐州大型组团社等合作开发二
级客源市场，并与台湾唯一上市旅行社台湾雄狮集团合
作开拓境外机会市场。预计 9 月上旬，台湾客源市场将
全面启动。 （杨坤）

秋 天 ，是 青 天 河 最 美 的 季
节。为喜庆中秋节，感恩园丁，9
月 6 日—9 月 10 日期间，青天河
景区特别推出了“五大优惠迎双
节，即教师凭教师证免景区门
票；凡是马年出生的游客，凭本
人身份证免景区门票；凡一家人
到青天河景区旅游的，在景区门

岗免费送全家福照片一张；推出
“乘索道送免费观光车活动”，凡
在景区乘坐索道的，凭索道票免
费乘坐观光车到靳家岭游览区
观光，可以到千年黄栌祈福，可
以在化石岭欣赏 4 亿年前的“角
石化石”，或俯瞰太行大峡谷，领
略靳家岭美景。 （王晓君）

国务院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进一步促进旅游业

改革发展。

纲领性文件开创新局面

《意见》是新时期引导旅游业新

转折的重要纲领性文件，将会开创

我国旅游的新局面。

著名旅游专家魏小安指出，文

件在国务院层次下发，而且是以

“意见”的名义，层次高，重视程度

也高，既是一系列法规和文件的延

续，又是一个落实，也是结合新的

形 势 发 展 提 出 的 更 加 细 化 的 要

求。说明中国旅游发展在国民经

济体系之中已经占据了比较客观

和合适的地位。

中小学可试行放春假

《意见》明确提出，在教学时间
总量不变的情况下，高等学校可结
合实际调整寒、暑假时间，中小学
可按有关规定安排放春假，为职工
落实带薪年休假创造条件。

《意见》提出，将研学旅行、夏
令营、冬令营等作为青少年爱国主
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国情教育的重
要载体，纳入中小学生日常德育、
美育、体育教育范畴，增进学生对
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培养其社会责
任感和实践能力。按照教育为本、
安全第一的原则，建立小学阶段以
乡土乡情研学为主、初中阶段以县
情市情研学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
国情研学为主的研学旅行体系。

据了解，春季本是学生出游的

最佳时机，从去年 3 月起，北京某小
学就开始试行春假制度。执行时，却
由于家长难以请假，最终只能由教师
带领学生出游。也有家长担心，增设
假期可能会导致因无法看管孩子，而
只得将其送入培训班的情况，学生的
春假也终将落空。《意见》的出台，将
使中小学放春假成为可能。

免税店或将大规模来到

《意见》中第十一条“扩大旅游
购物消费”格外引人关注。该条意
见表示未来将研究完善境外旅客
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中国未来将
在具备条件的口岸按照规定设立
出境免税店。与此同时，研究完善
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将实
施范围扩大至全国符合条件的地
区。在切实落实进出境游客行李

物品监管的前提下，研究新增进境
口岸免税店的可行性。

目前中国大陆市场的免税店
相对贫乏，中国游客奢侈品消费有
半数发生在境外，特别是差价较大
的名贵腕表等类别产品。一旦中
国政府有意新增此类免税店，势必
将大大促进中国消费者的国内消
费，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刺激内
需。不过，《意见》并未对进境口岸
免税店做出具体时间表。

旅游地产风生水起

资金和土地是发展旅游地产
事业的两大前提条件。

在加大金融财政支持方面，意
见中提到“政府引导，推动设立旅
游产业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旅
游企业上市，通过企业债、公司债、

中小企业私募债、短期融资券、中
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债务
融资工具，加强债券市场对旅游企
业的支持力度，发展旅游项目资产
证券化产品。加大对小型微型旅
游企业和乡村旅游的信贷支持。”

土地供应进一步向旅游业发
展倾斜，旅游产业用地的获得将更
具备可操作性。意见中提到：“年
度土地供应要适当增加旅游业发
展用地。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
的前提下，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
权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
个人共同开办旅游企业。”有了年
度供地计划的倾斜，同时又有农村
集体土地流转的入股联营，旅游用
地的获得形式更具备多样性，可获
得的用地机会也将更大。 （新旅）

中小学可试行放春假 免税店或将大规模来到 旅游地产风生水起

国务院出台意见 刺激旅游业发展

从带着对白垩纪的奇思遐想，
走进西峡恐龙遗迹园的仿生态大门，
到伴着奇石飞瀑，畅游龙潭沟的灵山
秀水，领略五道 的绝壁青松…… 8
月 14日至 16日，记者走进西峡旅游
长廊，强烈感受到恐龙遗迹园创建5A
级景区的十足劲头和资源整合后的
龙潭沟旅游集团焕发的无限生机。

恐龙遗迹园
5A创建 铸造精品景区

在茫茫八百里伏牛山腹地，号
称“世界第九大奇迹”恐龙蛋化石群
吸引了数以万计的国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目前，西峡恐龙遗迹园正联
合老界岭景区，共同创建南阳市首
家国家5A景区，以此打造精品景区，
加速西峡旅游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据介绍，在创 5A 的进程中，西
峡县高标准、高质量编制了《创建
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提升方案》，成
立了高规格的创建 5A 级景区工作
领导小组，敦促立面改造、三线入
地、景区提升工程、星级厕所工程
等重点工作逐一落实。

在景区“创 5A”的鼓点中，西峡
旅游形象和旅游品牌同步提升。
在恐龙园景区，记者看到，栩栩如
生的仿生态大门客涌如潮，高标

准、大投入、历经 3 年建设开放的
“恐龙园二馆”成为游客的精品看
点；景区新的停车场以及游览、邮
电、购物、综合管理等内部其他设
施全面提升，新购置的观光电瓶车
正在有序运行；还有景区沿途设置
的温馨提示牌、导向牌，休息座位、
老年人“爱心通道”等，无不让游客
感到精品景区带来的温馨服务。

龙潭沟旅游集团
资源整合 力促上档升级

如果说，恐龙园、老界岭联合创
建 5A 级景区引领了西峡旅游产业

“嬗变”，那么，作为西峡第一家民营
企业开发的景区和首批“河南省服
务标准化示范景区”，龙潭沟已经成
为“西峡经验”的经典之作。

山之险峻、水之灵秀、瀑之气
势、石之怪异，形成了形态独具的
龙潭沟。景区还以优质服务求发
展，建立了一系列的服务、管理和
工作标准体系，全面提高了景区
服务品位，使龙潭沟的自然美景
和精细化服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
游客慕名而来。之后，经过一年
的经营磨合，龙潭沟旅游集团资
源整合效果已初步显现。集团旗
下有国家 4A 级景区龙潭沟、中原

最佳激情漂流龙河漂、中原第一
户外拓展基地五道 和五道 宾
馆四个旅游实体，依托化山村龙
潭沟农家别墅群等设施，将逐步
形成度假旅游完美结合的“龙潭
沟旅游度假区”。

龙潭沟旅游集团负责人表示，
龙潭沟旅游集团将进一步完善集
团内部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软件
上档升级，不断提升内部管理水
平，努力把西峡龙潭沟旅游度假区
建成河南乃至全国的精品景区。

西峡美、惹人醉、不思归。何
不跟随记者的脚步，梦栖恐龙遗迹
园，心醉龙潭山水间！

恐龙园创5A谋升级 龙潭沟大整合促发展
本报记者 张莉娜

石童石童

石童

8 月 23 日晚 8 时，大型杂技综艺秀
《水秀》第四版在河南濮阳水秀国际大
剧院首演。演员们在水中表演杂技，
难度很大，扣人心弦。

《水秀》是河南省杂技集团结合濮
阳作为“中国杂技之乡”的独特优势，
创作的集杂技艺术、国际行为艺术、现
代声光艺术等于一体的新型艺术形
式。《水秀》自 2009 年公演以来，已经演
出超过 400 场，接待观众 40 多万人次，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同时也
实现了濮阳历史上商业演出前所未有
的票房收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该剧还吸引了包括美国
美高梅公司、美国海洋公园、深圳华侨
城等著名娱乐演艺公司前来洽谈合
作，成为河南省文化输出的“拳头产
品”。新版《水秀》共有 14 个节目，新版
表演更增加了东北虎的表演。《虎啸山
涧》节目中，一二十只东北虎与 3 名演
员同台演出，诠释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的理念。

来濮参加第六届“金牛奖”颁奖典
礼的来宾、河南省和晋冀鲁豫四省十
市旅游部门负责人及莅濮客商观看了

演出。演出结束后，旅游界人士对《水
秀》的市场推广及节目精进方面提了
不少建议。大家纷纷表示，游客在白
天看完景点后，晚上有看演出进行娱
乐的需求。《水秀》及杂技这种表演形
式，符合旅游市场目前“白加黑”的配

套服务，大有作为。下一步要考虑的
是如何把这台高水平的节目变成旅游
产品，先和周边的鹤壁、安阳、菏泽、邯
郸等城市山水资源，连成线路进行推
广，并逐步变成对全省乃至全国有辐
射及影响力的优秀节目。

新版《水秀》 挺进“白加黑”旅游市场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济源：

两日游特大团队创新高

上周，栾川县旅工委传来消
息，由中国(河南)高校传媒联盟
主办的“全景栾川 21℃的夏天”
全国大学生记者旅游体验季活
动将于 8 月 25 日至 28 日在栾川
县举办，该县邀请入选的 50 名
大学生来栾川免费旅游。

据介绍，入选者将在栾川县
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龙峪湾、
伏牛山滑雪场、养子沟、抱犊寨以

及红豆杉景区、庙子玫瑰庄园、石
庙薰衣草庄园、狮子庙高山渔村
等旅游点旅游、采风。该活动将
设立“最强攻略”、“最美游记”、

“最火推广”、“最靓画面”等项目，
入选大学生会在活动期间通过网
络和校园媒体对栾川旅游进行宣
传推广。大学生记者的食宿、交
通、短期意外伤害险等费用全部
由主办方负责。 （吴钧君）

目前，大型爱国英雄实景秀
《岳飞枪挑小梁王》，自 2013 年
“十一”在开封清明上河园公演
以来，现已成为景区最具抢眼的
演出剧目之一，游客叫好声不
断。

据悉，该剧目是在原有马术竞
技类剧目的基础上进行全新创作，
利用耳熟能详的岳飞故事来演艺
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此演
出是支撑清明上河园白天演出剧
目最核心的产品之一。战马、扬
沙、炮战、飞箭,全景式的电影表现,
现代影视高科技手段，到处弥漫的

战争硝烟,让游客梦回千年前宏大
的古战场,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
和心灵的极度震撼。

《岳飞枪挑小梁王》的全新
推出，与景区原有的《包公巡视
汴河漕运》、《梁山好汉劫囚车》、

《大宋·东京梦华》等剧目互为补
充，形成中原首个实景演艺集
群，并与 9 月份即将上演的《大
宋·东京保卫战》一起，成为清明
上河园作为国家精品景区的重
要支撑，更为开封打造国际文化
旅游名城夯实了品牌基础。

（李姗）

青天河中秋优惠季

中华枣乡风情游将开幕

清园上演精彩马术

双龙湾景区成功创 4A

栾川邀大学生免费旅游

内乡县衙拍摄微电影

走进河南华泰特种电缆的荣誉
室，千姿百态的奖牌、奖状、奖杯、证
书，让人目不暇接。

笔者情不自禁地放慢了脚步，仔
细品味每一个奖牌、奖状上面的内容，
发现这些荣誉虽然种类繁多，但都有
明确的指向，澎湃着汹涌的正能量。

评价产品质量。有国家质检总
局、工信部等部门联合授予的全国电
线电缆产品质量分类 AA 类企业证
书，有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授予的
河南省优质产品荣誉认证，有中国建
筑装饰协会材料委员会等部门联合
授予的“百年安居工程建设材料优选
品牌”，以及有关部门授予的中国著
名品牌、中国驰名商标、河南省著名
商标、河南省名牌产品等荣誉，琳琅

满目。如果说一滴水折射出太阳光
辉的话，那么，每一个荣誉，都是对河
南华泰特缆重视产品质量的肯定!

褒扬企业管理。有河南省人民
政府安全生产委员会、河南省安全知
识竞赛组委会联合授予的“安全生产
示范单位”奖牌，有郑州市人民政府
授予的郑州市高成长型民营企业、
2013 年度郑州市百强企业，以及河
南省优秀民营企业、郑州市质量管理
先进企业等荣誉，每一个荣誉，都是
对河南华泰特缆管理工作的勉励!

见证科技研发。2007 年 12 月，
省科技厅授予河南华泰特缆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证书；2008 年，省经济技
术协作企业联合会将河南华泰特缆
列入重点协作单位；2011 年、2012

年，公司连续两年被省科学技术协
会、省科学院、省农科院联合授予河
南省十佳科技创新企业奖牌；2012
年 5 月，公司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
合组建的电线电缆产品综合标准化
科研基地，更是全国电线电缆行业的
唯一，标志着河南华泰特缆的科研创
新又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称赞客户服务。2006 年，河南
华泰特缆荣获“质量稳定、售后服务
满意”奖牌；之后，相继获得全国质
量和服务诚信承诺优秀示范企业，
全国质量、服务、信誉 AAA 级优秀
企业，AA 级信用企业，诚信示范单
位，诚信建材供应商等称号。至于
褒扬公司优质服务的客户感谢信、
手机短信、留言等，更是不胜枚举。

点评企业文化。非公企业先进
党组织、非公企业先进团组织、先进
工会，以及各类竞赛、体育比赛、文
艺表演赛的奖杯、奖牌、证书，把河
南华泰特缆的企业文化建设辉映得
一片灿烂，也把企业精神的正能量
充盈成动人的“满格”。

彰显社会责任。近年来，公司
先后获得河南省慈善总会授予的

“感恩 2008 慈善爱心单位”、河南省
第二届关爱新农村慈善先进单位、
2010 年度慈善爱心单位。各有关部
门授予的相关荣誉，各受益单位和
个人给公司赠送的旌旗、感谢信等，
也都热情洋溢地述说着河南华泰特
缆反哺社会的努力。

当然，荣誉室里所陈列的，仅是

公司所获得的众多奖状、奖杯、证书
的一部分，评价的内容也各有侧重，
但组合起来，又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有
机整体——质量是核心、管理是保
障、创新是活力、服务是责任、思想建
设是源泉、企业文化是底蕴，而社会
责任则是根本动力。可见，一个生机
勃发的企业，必然是全面发展的企
业!这也是河南华泰特缆的众多荣誉
带给我们的一个珍贵启示!

更为珍贵的是，在这每一个荣
誉的背后，都有一串动人的故事，用
华泰员工的话说，“实在不易!”而正
是因为不易，才分外珍惜；正因为珍
惜，才分外努力；正因为分外努力，
方能创造更多的荣誉——河南华泰
特缆正在书写着新的传奇!

荣 誉 的 述 说
——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素描之二十一

□ 夏竹 刘婷 李雪

荣誉是社会评价的浓缩，奖牌是企业品质的凝聚。
河南华泰特缆用一个个来之不易的荣誉，向人们述说着
拼搏的历程和丰厚的内涵。图为公司生产车间一景。

（图片由河南华泰特种电缆有限公司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