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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恋歌冬日恋歌
如画美景看过来如画美景看过来

1月 20日至 1月 21日，济源市召
开“全域旅游”发展座谈会，来自国
内知名专家喜聚愚公故里，共商济
源旅游发展大计，共谋“全域旅游”
突破之路。座谈会通过“访道”、“论
道”、“问道”三个环节，诠释了“全域
旅游”的非常之“道”。

专家提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使旅游业在稳增长、调
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方面的独特
作用日益凸显。作为济源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以“全域旅游”发展引
领“全域济源”发展战略恰逢其时、
切实可行。

“访道”济源山水
品读“全域旅游”

把发展旅游产业作为加快产业
转型升级、城市转型发展的重要突
破口，把整个市域作为旅游景区来
打造，把整座城市作为旅游发展的
载体和平台，形成观光、休闲、度假
兼备的旅游产品体系——济源市的

“全域旅游”发展战略，引发了国内
专家的关注。

1月 20日，沐浴着冬日暖阳，中
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
戴学锋、北京交通大学旅游学院教
授张辉，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郑泰
森、洛阳市旅发委副主任孙小峰等
分别走进济源城市展览馆、沁河温
泉度假旅游项目及五龙口、王屋山、
黄河三峡、小浪底、济渎庙等景区，

“访道”济源山水、品读“全域旅游”。
“道”以文化的方式滋养着这

方水土。王屋山壮美如画，作为我
国道教十大洞天之首，其文化广博
深邃，灿烂辉煌。从轩辕黄帝在王
屋山设坛祭天开始，就有老子、列
子、司马承祯、李白等人到王屋山
问道、著说。在阳台宫，戴学锋、张
辉等抚摸着石柱上雕刻的盘龙丹
凤，花草禽兽，不住赞叹“不虚此
行”。五龙口猕猴嬉戏，黄河三峡
高峡出平湖，济渎庙恢弘大气，大
峪东沟冰瀑垂悬，农家院里饭菜飘
香，让专家不忍归去。

“论道”全域旅游
开启“思想盛宴”

国内旅游界知名专家论道“全
域旅游”，为济源带来了一场全新的

“思想盛宴”。
“我们提出了‘全域旅游’的发

展理念，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为济源
的旅游发展出谋划策。”座谈会上，
济源市市长王宇燕开门见山地说。

在全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的
形势下，济源市提出了发展“全域旅
游”，顺大势、符合实际，非常必要。
省旅游局局长张凤有说,“全域旅
游”的发展路径，应从城乡一体、构
建开放式旅游空间；整合资源、打造
全局化旅游资源；以市场导向、培育
多样化旅游产品，品牌带动、塑造

“全域旅游”形象等方面做好文章。
戴学锋说，中国旅游业目前进

入了全民旅游时代，建议通过创建
5A 级景区，完善旅游服务链条，带
动旅游业的全域发展。

“推动城市、产业、旅游三者的
融合发展，全域旅游就找到了破解
的路径。”张辉说。

郑泰森、孙小峰及同程网首席
运营官吴剑、九鼎德盛投资顾问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保盈等，也围绕如
何发展“全域旅游”，分别从发挥优
势打造特色旅游产品、以互联网思
维推动“智慧旅游”发展、用创新思
维解决旅游发展资金问题等方面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问道”发展瓶颈
谋求发展转型

在全国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全
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大背景下，

“全域旅游”如何发展？文旅如何互
为融合？在“问道”环节，五龙口、黄
河三峡等旅游企业及相关镇办负责
人争相发言，请教专家出谋划策、把
脉问诊。

“济源因济水发源地而得名，因
愚公移山故事而扬名。丰富的历史

文化如何成为吸引游客的‘法宝’？”
五龙口镇政府代表提问。

孙小峰和吴剑都表示，文化是
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让文化形成产
品，通过让游客体验、参与，才能吸
引更多的外地游客，才能做到“文旅
融合”。

谈到如何依托景区资源，实现
“旅游富民”的问题，与会专家认为，
带动景区周边的旅游发展，必须将
游客的需求和农业经济结合起来。
特色农家乐、薰衣草庄园即使“养在
深闺”也会吸引大批游客。开发冬
凌茶、土馍等土特产，打造天坛砚、
王屋宝照等旅游纪念品，会大大拉
动当地经济发展。

“济源将会借助这次研讨会的
契机，按照‘一心两带五区’的总体
布局，持续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努力把济源打造成全省重要的旅
游集散地。”济源市市长王宇燕充
满信心。

这，正是济源“全域旅游”的非
常之“道”。

1 月 23 日，从南阳市旅游工作会议上
传来消息，南阳市 2015 年立足“存量抓提
升，增量引品牌”,着力推进“三个十”建
设，全面提升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

南阳市副市长和学民说：“我们今年
要着力推进十大旅游目的地重大项目建
设,着力提升十大 A 级景区的创建水平,着
力培育十大乡村旅游示范点，实现旅游产
业质和量同步提升，以旅游产业引领生态
经济示范市建设。”

据悉，南阳着力培育和打造十大精品
旅游目的地。通过引进战略合作伙伴、谋
求与全国乃至世界知名旅游品牌企业合
作、强化京宛对口协作等举措，为老界岭、
恐龙遗迹园、宝天曼、内乡县衙、赊店古
城、渠首丹江湖、卧龙岗文化旅游产业园

等十大项目提供强大的资金、技术、管理
支持，引进大客商高标准开发世界级的资
源——世界地质公园伏牛山、世界人与自
然生态保护圈宝天曼等，以及有国家级资
源——南水北调中线调水源头渠首丹江、
淮河源头桐柏山等，全面提升旅游企业技
术进步的核心竞争力和拓展国内外市场
的能力。

南 阳 着 力 创 建 和 提 升 十 个 A 级 景
区。该市树立全域创 A 级景区理念，结合
创建国家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与生态
文明示范市建设、美丽乡村建设，充分整
合优势资源和力量，以老界岭·恐龙遗迹
园晋升国家 5A级景区为契机,着力推进内
乡县衙·宝天曼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景
区,启动丹江湖景区、卧龙岗文化旅游产

业园、赊店古城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推
进莲花湖养老旅游度假区、猿人山风景区
等景区创建国家 4A级景区。

着力打造和推出十个乡村旅游示范
村。在高标准、高起点编制全市乡村旅游
发展规划的同时，将重点规划好环城市乡
村旅游休憩带、特色旅游村镇，按照“一村
一品、一型一策”的发展思路，形成差异
化、特色化发展格局。加速建设西峡县化
山村、卧龙区后庄村、淅川县陶岔村、内乡
县葛条爬村等十个乡村旅游示范点建设，
尽快开发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吸引市
民和游客踏青赏花采果,体验耕种文化,品
味“春种秋收”、“餐桌上吃特产,农庄里享
乐趣”，带动乡村旅游快速发展。

（朱天玉）

春节期间，河南金鹭鸵鸟
园、郑州蝴蝶岛景区、郑州气象
馆等旅游和科普景区，联合著
名企业“好想你”枣业股份公司
和行业协会，共同开展以“春之
节、民之乐、逛庙会、读中国”为
主题的春节商都民俗庙会。节
前专题推广一个月，主会期为
正月初一至初七，副会期为正
月初八至十六。

本届民俗庙会遵循“传扬
新创”的办会风格，将春节文化
和庙会模式进行平台创新，将
文化展演、民俗体验、运动健
身、商品展销、科普活动、书画
工艺、公益活动进行融汇联动，

融合动漫、童玩、才艺、竞技、相
亲等时尚互动元素，力争打造
丰富多彩、喜庆祥和的春节大
舞台。其中，以羊年春节吉祥
物、主题曲、春姑娘、百神会、走
灯会、百家姓等文化创新为亮
点，将引发社会的广泛互动。
另外，三家景区春节主题活动
各具特点，金鹭鸵鸟园以“文化
中原——风情展演”为主题，龙
栖湖蝴蝶岛景区以“民俗中原
——回家过年”为特色，郑州气
象科普馆以“欢乐中原——科
普嘉年华”为风格，形成了 2015
郑州春节的文化亮点。

(扶秀丽)

春节商都民俗庙会等您逛

记者从巩义市 2014 年度文物旅游工作总结
表彰会上获悉，2014 年，巩义市文物旅游局圆满
完成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游客
6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8.5 亿元，同比增
长 15%。全市重点旅游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6.3 亿
元。

2014 年是巩义市实行全面省直管的开局之
年，也是巩义市建设“历史文化城”的起步之年。
巩义旅游取得跨越式进步，康百万庄园、杜甫故
里、浮戏山雪花洞、青龙山等景区营销活动不断，
游客人数持续上升，康百万庄园旅游收入超过
1200万元。巩义市文物旅游局认真落实“历史文
化城”战略部署，持续推进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
物普查有序进行，成功举办石窟学术研讨会、全
省田野零散石刻集中保管人员培训班，编辑出版
了《佛国墨影——巩县石窟拓片萃编》等书籍。
依法开展文物调查、文物钻探和考古发掘工作，
全力保障项目建设和文物安全。

巩义市副市长贺传伟说，文物旅游系统全体
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建设“历史文化城”的重要
意义，迎难而上、克难攻坚，推进“历史文化城”建
设取得突破，为建设现代化区域性中心城市做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张莉娜）

1 月 24 日，一场久违的雨雪，给中原大地带来了祥瑞，更
给古城开封披上了银装。图为国家 5A 级景区清明上河园雪
后的靓影。 （刘永海 摄）

开封清明上河园披银装

近日，2015 年焦作七贤民
俗村祈福文化庙会新闻发布会
在焦作举行。本次庙会将以

“祈福大庙会呈羊年吉祥，七贤
民俗村让百姓喝彩”为主题，于
2月 16日至 3月 8日举行。

据介绍，本届庙会本着“传
承中华文明、弘扬传统文化”的
指导思想，以繁荣春节百姓文
化生活、彰显七贤民俗村特质、
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搭建民
俗村与百姓文化交流平台，充
分展示七贤民俗村建设成果。

七贤民俗村村长高涛说，
庙会活动精彩纷呈，特色鲜明，
不仅有祈福活动、大汉百戏乐
舞，更有名家名人演绎、民间高
空狮舞、吉祥斗羊表演、动物杂
技表演、天下第一排鼓表演、民
俗工艺品展售等活动。本届庙
会要办成一个富有现代民俗气
息、百姓喜爱、观赏性强、参与
性高、人气旺盛的庙会，给百姓
提供一个精彩、充实的春节文
化大舞台。

（孙静）

焦作七贤民族村祈福庙会邀您来

“扎个红灯笼，编个中国
结，红红火火走进这漂亮的世
界。”优美动听的歌声、铿锵的
盘鼓声和着热闹的舞狮、舞龙
表演,2015年河南省春节特别节
目正在康百万庄园紧张录制。
据悉，羊年春节当天，在春节特
别节目中，观众可一睹豫商家
园、中国第一庄园——康百万
庄园的独特风采。

拍摄现场，一只只活灵活
现的舞狮飞跃展雄姿，盘鼓响
动生活欢腾，庄园余音缭绕，好
不热闹。一位位民间艺人摩拳
擦掌，花挑、泥咕咕、剪纸、蒸花

馍等“活”的历史在康百万庄园
再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
作为物质文化遗产的康百万庄
园二者相得益彰，更加全面展
现了中原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
富的文化内涵。

据悉，河南电视台羊年春
晚将舞台移出演播大厅，并几
经斟酌，最终选定极具中原特
色及浓重河南文化符号的康百
万庄园为外景地。晚会将通过
静与动的相互映衬，更好地展
现浓重的年味儿，展示中原大
地喜庆祥和的春节氛围。

（王静）

康百万庄园结缘河南春晚陪您乐

1月 13日，林州市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2014年
会在郑州召开。2014年，林州太行大峡谷风景区
共接待韩国游客超 10万人次，保持了该景区连续
三年 60%以上增幅。表现突出的经销商获得超
过 500万元的现金奖励，其中，某贡献突出的旅行
社获得了 264万元的特别奖励。

据太行大峡谷风景区书记赵斌介绍，该景区
2014年接待韩国游客人数已经突破 10万人次，在
国内入境游普遍滞涨的大环境下，该景区境外游
客连续三年保持 60%以上的增幅。据了解，景区
外国游客的增多 ，带动了景区周边和林州市服务
行业的发展。在景区内，常见一对对衣着时尚的
韩国游客流连忘返，在景区道路、酒店等重要位
置，如今都配有明显的韩文标识。在景区附近，
韩式咖啡厅、韩国餐馆、韩国购物店等配套设施
星罗棋布。

据了解，景区在三年内对传统景区进行了全
面升级，新建改建道路 22 公里，组建了拥有近百
辆观光车的车队，开发了太行大峡谷漂流，实现
了景区全面智能化，配套运营了红旗渠迎宾馆、
太行风情酒店等国际化旅游设施。 （王春雨）

济源:“全域旅游”的非常之“道”
——济源市“全域旅游”发展座谈会侧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苗慧玲 卫艳萍

出境旅游是延边冬季之旅的又一特
色。延边地处中、俄、朝三国交界，是连
接中、俄、朝的重要窗口。出境俄罗斯海
参崴（wai）旅游，是中俄边境旅游的一条
黄金通道。美丽的海参崴是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旅游胜地，冬游海参崴是出游的

好季节。出境朝鲜罗先、会宁、清津、七宝
山等旅游热地，游览罗津港和琵琶岛，温
泉疗养胜地镜城，朝鲜名山七宝山及鲤明
水瀑布等景观。出境旅游是您延边冬季
之旅的特别收获。《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
开发规划纲要—以长吉图为开发开放先

导区》已经国务院颁布实施，利用俄罗斯、

朝鲜的优良港口实现借港出海、跨国旅游

甚至出境到欧洲旅

游已指日可待。

冬季的延边之

旅 ，当 是 踏 冰 、滑

雪、观民俗、出境游

的多彩之旅。 延边州旅游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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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吉—郑州直航
每周四班，周一、三、五、日各一班
机型为空客320;航班号为3U8317/8318
时刻为：郑州/延吉09:55/12:35

延吉/郑州13:25/16:05珲春防川珲春防川——一眼望三国一眼望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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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义完成2014年旅游任务

林州太行大峡谷重奖旅行社

南阳：“三个十”铸造旅游核心竞争力

京港澳高速公路驻马店至信阳（豫鄂界）段改扩建交通安全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京 港 澳 高 速 公 路 驻 马 店 至 信 阳

（豫鄂界）段改扩建项目已由国家发改
委以发改基础 [2011]1072 号文对本项
目进行了核准批复，并由交通运输部
以交公路发 [2012]43 号文对本项目的
初步设计进行了批复，施工图设计已
由河南省交通运输厅以豫交 [2012]861
号文批准，项目业主为河南高速公路
驻信段改扩建工程有限公司，建设资
金 来 自 业 主 自 有 资 金 和 国 内 银 行 贷
款，项目出资比例为业主资本金 25%、
银行贷款 75%，招标人为河南高速公
路驻信段改扩建工程有限公司。项目
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京港澳
高速公路驻马店至信阳（豫鄂界）段改
扩建交通安全设施工程的施工进行国
内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和信阳

市境内，主线采用八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全长 136.879 公里。本次招标范
围为京港澳高速公路驻马店至信阳（豫
鄂界）段改扩建工程交通安全设施施工
招标，共分为 4 类 15个标段，各标段独
立招标。计划工期 184 个日历天。其
专业类别划分和资质要求见右表一。

3.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具备独立

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安全生
产许可证及相应资质证书，近五年内完
成过 1个相类似的施工业绩，并在人员、
设备、资金等方面具备相应的施工能力。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投标人最多可对本招标项目的

1个专业类别投标。一般投标人只允许
获得一个中标机会。被交通运输部和
河南省交通运输厅均确定为 AA级信用
等级或最近三年在公路建设领域获得

“国家优质工程奖”、“建筑工程鲁班
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的投标
人，在报名时增加一个中标机会，不重
复增加。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存在《公路工
程标准施工招标文件》（2009 年版）“投
标人须知”第 1.4.3 项情形之一的投标
人、信用评价等级被交通运输部或河南
省交通运输厅评为 D 级的投标人报名
投标。

3.5 本次招标不接受未进入全国公
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管理系统的公路工
程施工资质企业名录的企业报名投标。

4.报名和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15

年 1 月 23 日至 2015 年 1 月 30 日（法定
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午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下午 2 时 30 分至
5 时 30 分（北京时间，下同）将企业法人
营业执照副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基本账户开户
许可证、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的
加盖公章的彩色扫描件及单位信息（在
邮件正文中写明，包括所投项目名称、
工程名称、专业类别、单位名称、联系人
姓名、联系人手机号码、固定电话、传
真）发送至 506624360@qq.com 并致电
0376-6551632，获取系统登录账号及登
录密码，登录“河南省公路工程多媒体
电 子 招 标 投 标 系 统 ”（网 址 ：http://
www.hnjtztb.com.cn，以下简称“电子招
投标系统”）查看招标人报价。有意购
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将购买费用汇入
指定账户后，招标人在“电子招投标系
统”中点击“确认购买”，投标人获取招
标文件和图纸等资料。登录账号及登
录密码将在招标人分配账号后由系统
自动以短信形式发送到投标人提供的
联系人手机号码上。投标人应自行保
护登录账号及登录密码，出现账户、密
码被盗等均由投标人自负其责。
4.2 招标文件以电子招投标系统中的电

子招标文件为准，招标人不再提供纸质
招 标 文 件 。 招 标 文 件 每 套 售 价 1000
元，图纸每套售价 2000 元。购买费用
一律通过网上银行支付，售后不退。购
买费用一律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汇入下
列指定账户 (开户名称：河南高速公路
驻信段改扩建工程有限公司；开户行：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信阳市南京路支行；
账 号 ：100278915570010303；汇 款 用 途
应写明: ×××(公司全称)驻信改扩建交
安工程 A 类（或 B 类、C 类、D 类）；财务
联 系 人 ：刘 女 士 ，联 系 方 式 ：
0376-6551663。

5.投标文件的递交
5.1投标人应在 2015年 2月 11 日下

午 3 时～ 6 时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
本、企业资质证书副本、企业安全生产许
可证副本、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经公证
的授权委托书或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经办人身份证等资料的原件和加盖投标
人单位章的复印件一套到郑州市马寨镇
工业路与学院路交叉口南 400米路西河
南省交通运输培训中心（郑州市马寨镇
科技路 1号）接受招标人现场查验。

5.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
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15 年 2 月 12
日 10 时 ，递交地点为郑州市马寨镇工

业路与学院路交叉口南 400 米路西河
南省交通运输培训中心 4号楼 2层会议
室（郑州市马寨镇科技路 1号）。

5.3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
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4 投标人在递交纸质投标文件的
同时，必须通过电子招投标系统递交电
子投标文件。

5.5 投标文件必须由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递交。投标人在递交纸
质投标文件时，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
董事长、总经理、总工程师中的任意一
人必须持有效证件、经投标人注册所在
地公证机关公证的身份证明原件到场，
否则招标人将拒收其投标文件。

6.联系方式
招标人：河南高速公路驻信段改扩

建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龙江

大道新华书店三楼
邮 编：464000
联系人：杨先生 贾先生
电 话：0376-6551632
传 真：0376-6551632
电子邮箱：506624360@qq.com

2015年1月23日

专业
类别

交通
安全
设施
工程
（A类）

交通
安全
设施
工程
（B类）

交通
安全
设施
工程
（C类）

交通
安全
设施
工程
（D类）

资质要求

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
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
业承包交
通安全设
施分项资
质

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
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
业承包交
通安全设
施分项资
质

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
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
业承包交
通安全设
施分项资
质

具有建设
行政主管
部门颁发
的公路交
通工程专
业承包交
通安全设
施分项资
质

标段号

ZX-JAHL-1
ZX-JAHL-2
ZX-JAHL-3
ZX-JAHL-4
ZX-JAHL-5
ZX-JAHL-6
ZX-JABX-7

ZX-JABX-8

ZX-JABX-9

ZX-JABP-10

ZX-JABP-11

ZX-JABP-12

ZX-JASPZ-13

ZX-JASPZ-14

ZX-JASPZ-15

桩号

K0+000-K23+800
K23+800-K48+900
K48+900-K72+100
K72+100-K95+730

K95+730-K115+700
K115+700-K136+887.137

K0+000-K48+900

K48+900-K95+730

K95+730-K136+887.137

K0+000-K48+900

K48+900-K95+730

K95+730-K136+887.137

K0+000-K23+800

K23+800-K48+900

K48+900-K136+887.137

长度
（km）

23.8
25.1
23.2

23.63
19.97
21.187
47.7

46.83

41.157

47.7

46.83

41.157

23.8

23.9

87.987

工程内容

标段内波
形钢板护
栏 、活 动
护 栏 、防
撞 垫 、防
眩板等施
工及缺陷
责任期内
的修复

标段内公
路标线、轮
廓标、隔离
栅、公路界
碑等施工
及缺陷责
任期内的
修复

标段内里
程 牌 、百
米 桩 、各
类标志牌
等施工及
缺陷责任
期内的修
复

标段内声
屏障施工
及缺陷责
任期内的
修复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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