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说旅游

●● ●● ●●

0377-69921252

西峡龙潭沟

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本期关注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传真 65796306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1.50元

16│旅游
2016年6月14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大众创业惠民工程，是省人社厅
和邮储银行以创业担保贷款为载体，
为解决各类人员自有创业资金不足而
开展的一项民生工程。为将党的惠民
政策落到实处，新乡市创业贷款担保
中心与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密切合
作，持续完善创业担保贷款的路径和
方法，突出打好“三张牌”，有力推动了
新乡市创业担保贷款工作。

打好“服务牌”，“贷”出绿色新通
道。为打造一流的创业环境，创业贷
款担保中心为创业人员提供政策咨
询、创业指导、风险评估、开业指导、跟
踪扶持等“一条龙”服务。同时，为更
好地顺应民意，满足创业人员资金需

求，该中心与邮储银行新乡市分行于
2015年签署了《大众创业惠民工程合
作协议》，深化双方合作关系，明确职
责分工，积极推进“一站式”联合办公、
贷款回收、专业培训和政策宣传等合
作，为广大就业创业人员开辟一次性
受理、一次性调查、一次性发放的绿色
办理“通道”。

打好“创新牌”，“贷”动扶持新引
擎。为更好地服务广大人民群众的创
业就业需求，让不符合贴息条件的创
业群体也能方便贷到所需资金，新乡
市创业贷款担保中心与邮储银行深入
调查研究，对不符合贴息条件的创业
群体推出只担保不贴息创业担保贷款

业务。同时，对合伙经营等形式的创
业群体，推出了组织起来再就业担保
贷款，最高贷款额度提高到了 50 万
元。只担保不贴息贷款和组织起来再
就业担保贷款两种新产品的推出，有
效拓宽了创业担保贷款的扶持范围，
基本满足了资金需求较大的创业融资
需求。产品推出以来，累计发放贷款
495笔、7578万元。

打好“管理牌”，“贷”来管理新机
制。为建立创业担保贷款发展长效机
制，新乡市创业担保贷款中心与邮储
银行从沟通机制、担保金管理和业务
管理三个层面狠抓精细化。首先，建
立“市、县、乡”三级对接机制，担保中

心和邮储银行分层对接，确保各项工
作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其次，分别签
署市级担保机构、邮储银行、各县级担
保机构三方担保基金统筹使用协议，
倡导全市担保基金统筹使用，充分发
挥担保基金的放大作用；此外，强化业
务管理，贷款申请为市县两级审批，防
范人为操作风险，并积极推动融资与
培训一体化，贷款发放前进行创业培
训，贷款发放后，为每个贷款户建立规
范档案，随时掌握其基本情况，做好后
续跟踪服务。

家住封丘县城关乡的藏某，原本
是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丈夫在外打
工，自己在家带着两个孩子，守着几亩

田地，生活清贫而又单调。臧某一直
想通过努力改变现状，在当地担保中
心的帮助下，她参加了创业培训。通
过培训，臧某掌握了创业技能，打开了
脱贫致富的思路，决定开始做金银花
收购生意，并办理了工商营业执照等
手续。2015年，看到新乡市人社局与
邮储银行“大众创业惠民工程”的宣传
后，藏某从邮储银行贷到了10万元财
政贴息创业担保贷款，从此走上了金
银花收购的致富道路，丈夫也从外地
回来一起经营，生意越来越红火。藏
某的创业经历，带动了周边其他十几

位村民的创业热情，他们也受益于大
众创业惠民工程的春风，开启了自己
的创业致富门路。

2015年，像藏某这样在大众创业
惠民工程的带动下，在新乡市获得创业
担保贷款扶持的就有 6000多人。据
悉，新乡市人社局将与邮储银行新乡市
分行进一步加大投放力度，2016年前5
个月发放创业担保贷款3330笔、3.2亿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05.1%。大众创
业惠民工程的全面推进，有助于激发全
民创业热情，更好地实现以创业带动就
业，增进民生福祉。

突出打好“三张牌” 推进大众创业惠民工程

省人社厅、邮储银行河南省分行助推大众创业系列报道之四

□朱天玉 封德

“以前我们家三个劳力都在外打
工，四处奔波、受尽苦累也挣不了几个
钱。前几年老界岭景区搞深度开发，游
客也多了，俺们全家都回来办起了农家
宾馆，吃上了‘旅游饭’，一年下来收入
20多万元不成问题，这比外出打工强
多了。”谈起旅游扶贫给全家生活带来
的变化，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界岭 6
号”农家宾馆老板尹青云的喜悦之情溢
于言表。

尹青云感受到的变化得益于该县
强力推进全域景区创建。作为南阳市
唯一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西峡县以创建为载体，深度整合
旅游资源，瞄准全域旅游，致力旅游产

业全面转型和升级。
西峡县是南水北调中线水源涵养

区，全县森林覆盖率达到 76.8%，是全
省第一林业大县，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
优势。虽然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

“小而散”、“同质化”的问题严重制约着
西峡旅游的持续健康发展。为促进旅
游业上档升级，西峡县从 2014年提出
全域景区建设，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
体、整合提升、全域景区”的要求，经过
探索建设提质增效，2016年2月西峡县
成功进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
建单位，也是南阳市唯一一家。为推动
旅游产业进一步转型和升级，该县先后
出资1000余万元，聘请北京大学、同济
大学等国内一流旅游规划专业机构编
制了《西峡县全域旅游发展规划》，成立

了高规格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
创建工作党政联席议事会议制度。

开弓没有回头箭。在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动员大会上，该县推出创
建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时间表”和“路线
图”，全县将围绕旅游全域化发展战略，
着力打造“美在山水、乐在休闲、福在养
生、悟在文化”的新形象，推动旅游业全
域共建、全域共融、全域共享。围绕“水
墨龙乡、生态西峡”主题，将全县作为一
个大景区来打造，促进旅游业全区域发展。

全域美不美，关键在乡村。据该县
旅游局负责人介绍，为推动旅游开发全
域化，该县统筹谋划景区、城镇、乡村旅
游资源，集点、连线、汇面，努力实现一
体化、集约化发展，通过 2—3 年的建
设，使每个乡镇有一个主题乡村旅游示

范村，有一个具有规模和旅游接待功能
的现代休闲农业观光、瓜果采摘、农事
体验基地，完善沿途自驾游服务区和休
闲观光区，实现处处是美景、人人是导
游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全域旅游战略引领西峡旅游综合
竞争力的全面提升。2015年，全县接待
游客528.3万人次，门票收入2.16亿元，
综合效益 20.8 亿元，分别增长 9.2%、
9.5%、10.8%。该县荣获“全省乡村旅游
示范县”，成功入选“最美中国榜”。“以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为契机，瞄准国内知
名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和豫西南重要旅
游集散地，致力资源大整合，品位大提
升，打造‘全域景区’，必将推动西峡旅游
加快转型升级，实现旅游产业‘跨越式’
发展。”县委书记孙起鹏感言。

西峡：生态立县打造全域旅游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郑祎歌

登云巅，雄踞千里伏牛之上；眺远
方，饱览五岳险秀奇观。

6月9日至6月11日，白云山上，大
连万达集团股份公司总裁助理、万达长
白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总经理马春野与
洛阳白云山发展公司总经理兰海波,开

始了长白山与白云山的对话。
在白云山森林度假木屋酒店，悦耳

的钢琴声从山间传来，以《探索长白山·
白云山》为主题的交流会拉开帷幕，随
着《洛阳白云山景区宣传片》和《洛阳白
云山旅游度假区规划宣传片》的播放，
一场深度探讨也开始了。

白云山有“人间仙境”、“中原夏都”
的美誉。这里有中原极顶玉皇顶、九龙

瀑布、高山森林氧吧、高山牡丹园等秀
美的山水自然景观。随着景区建设步
伐加快，游客不仅可以选择山地度假、
温泉养生、民俗体验、文化演艺等项目，
还可以进行山地、森林、河谷观光和极
限运动、森林探险等户外体验。

“震撼！”马春野对白云山的资源禀
赋赞叹不已，他认为白云山是“藏在深山
的大家闺秀”，后发优势巨大。之后，他

结合万达集团入驻长白山的运营管理状
况，对白云山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并向大
家分享了《世界级冰雪型旅游度假目的
地建设研究》。王志刚工作室深圳中心
副总经理周东春等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兰海波表示，景区将结合白云山的
特点，借鉴学习万达长白山的运营发展
模式，发挥白云山特色优势，让白云山
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度假区。

6月8日，长隆集团来到河南，在
郑州举行专场推介会，向与会的旅行
社、旅游界嘉宾，推介其旗下的珠海
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和广州长
隆旅游度假区。

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和珠海横
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是长隆集团
目前已建成开放的两大世界级主题
旅游景区。广州长隆旅游度假区是
中国目前拥有主题公园数量最多、种

类最丰富的主题景区，年接待游客超
过1600万人次，2014年曾荣膺“全球
最佳主题乐园”三甲。珠海横琴长隆
国际海洋度假区现已开放全球最大
的海洋主题公园长隆海洋王国、中国
最大的海洋生态主题酒店长隆横琴
湾酒店、企鹅酒店、马戏酒店和横琴
岛剧院，拥有“最大的水族馆”等七项
吉尼斯世界纪录，获 TEA 全球主题
娱乐协会 2014年度唯一的“主题公

园杰出成就奖”。
据悉，河南是长隆旅游景区重要

的客源地，长隆集团希望此次推介会
能加强与河南的合作，使长隆的旅游
产品为更多中原游客所熟知。郑州、
珠海两地旅游局负责人均表示，推介
会对促进两地的旅游交流将起到积
极作用。两地将继续加强旅游合作，
实现客源互送，共促旅游发展。

（张莉娜）

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
周年。林州红旗渠风景区6月 20日—7
月30日期间，门票有大幅优惠活动。

据悉，此举为响应各地蓬勃开展的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党建纪念活动，结
合自身红色基因和景观元素，给出的大力
度门票优惠政策。

活动期间，每天前100名党员游客在
入口处面对党旗完整背诵入党誓词的，享
受免票特惠；凡受地市级以上表彰的模范
党员、劳动模范，或者个人携带手抄党章
全文且签名与身份证相符的，享受门票五
折优惠；游客如果佩戴党徽且携带相关证
件的，或者携带单位介绍信到景区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党建活动的集体，都可以
享受门票八折优惠。如果游客在微信朋
友圈发送党建或红旗渠风光等相关内容，
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期间，景区将推出
一系列活动内容：重温入党誓词，走一次
红旗渠，唱一首红旗渠歌曲，看纪录片、听
党课，看“凌空除险”表演，看“铁姑娘打
钎”表演，推“民工车”，抬“太行石”，打“开
山锤”等，让来红旗渠的游客得到心灵的
洗礼。 (常彦奋)

云巅，长白山对话白云山

□本报记者 刘春香

西安：“一步一景、一景千年”，兵
马俑的存在，证明这是一个注定要让
历史停留之地。

咸阳：秦皇汉武，古代28位帝王
的龙脉之地，袁家村、马嵬驿，现代乡
村游的典范之地。

延安：“中国梦”诞生的地方,有
著名的壶口瀑布、安塞腰鼓。

铜川、渭南、榆林、汉中、安康，各
有各的看点。

6月13日，陕西省旅游推介会在

郑州举行，陕西各地市旅游局局长以
“一句话推荐”的方式，向河南游客介
绍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邀请河南游
客走进三秦大地，感受陕西魅力。

陕西省旅游局局长杨忠武在致
辞中说，陕西作为华夏源脉、千年帝
都、古丝绸之路起点，不仅有兵马俑、
大雁塔、黄帝陵、法门寺、古城墙，而
且有“华夏文明的龙脉”、中国的父亲
山——大秦岭，六月积雪太白山，奇
险天下第一山的西岳华山，万里黄河
一壶收的壶口瀑布，还有以圣地延安
为代表的红色旅游产品，更有旅游与

文化高度融合的旅游新名片——中
国首部大型山水历史舞剧《长恨歌》、
红色历史舞台剧《延安保育院》等一
系列旅游文化演艺产品。

河南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表示：
河南与陕西共处黄河流域，同为丝绸
之路沿线省份，都有着厚重的历史文
化和壮丽的名山大川。两省互为重
要的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入境游产品
线路互相组合、互相延伸。

推介会上，两省还签署了“旅游战
略合作协议”，就共同建立区域旅游新
格局、联合推广等方面形成战略合作。

粽艾飘香 端午情浓
——我省部分旅游景区端午节旅游综述

寻着粽叶飘香，徜徉于青山绿水
之间。今年端午小长假期间，我省的
旅游景区呈现出热闹、吉祥、喜庆的
局面。

开封市：
2016中国（开封）端午文化节已

于6月12日在国家5A级景区、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封清明上
河园落下帷幕。由于文化节期间该
景区增加了丰富的端午特色活动、展
现了浓郁的北宋市井风情、呈现了精
湛的趣味民俗表演等，让传统的端午
文化表现的宋韵十足，受到了广大游
客的青睐。 (东京箭客）

洛阳市：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洛阳市旅

游活动丰富多彩，景区优惠不断，掀
起了夏日旅游小高潮。据统计，6月
9 日 -11 日 ，洛 阳 市 共 接 待 游 客
129.01万人次，其中，旅游景区接待
游客 102.6 万人次，在节日期间，龙
舟大赛成亮点。

为让龙舟体育竞技项目融入传
统文化节日，打造古都“旅游+体育+
文化”的新亮点，6月 9日上午，洛阳
市首届端午龙舟大赛在洛河上阳宫
水面举行，本届龙舟大赛以祈幸福吉
祥，庆国泰民安，喜迎中国传统节日
和中外嘉宾为主题，共有来自全国的
15支队伍参加了角逐。当天吸引了
2万多名市民和游客到现场观看。

（临风）

济源市：
端午假日期间，济源市共接待游

客 5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2%；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5%。

“医养+旅游”，怡情养性乐游双
收。假日期间，以“相约端午节 寻根
药王艾”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文化节在
下冶大岭举办，成为老少咸宜的假日
活动。来自国内的爱好者齐聚“道教
天下第一洞天”，开展辟谷养生活动，
道乐道韵、道法自然。

“教育+旅游”，行万里路游学兼
得。假日期间，来自郑州的亲子研学
非遗文化游走进济渎庙、大峪东沟、
愚公精神展馆和砚台制作车间，进行
了一场身体和思想的旅行。市内的
亲子体验游团队来到王屋山，穿汉
服、品茶论道等研学旅行魅力初显。
黄河三峡景区推出的考生优惠活动，
也吸引诸多高考学子前来放松、减
压。与此同时，“互联网+旅游”，线
上线下互促共赢。“文明+旅游”，素
质提升见微知著。文明越来越成为
一座城市的名片。 （卫艳萍）

淇县：
端午小长假期间，淇县各景区精

心准备，推出了云梦山箭射五毒、朝
阳山登山祈福、古灵山包粽子大赛、
灵山小镇啤酒音乐美食文化节、摘星
台快乐游园等传统民俗旅游活动，吸
引了游客的眼球，游客人数和经济收
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12.1%和
12.3%。

云梦山，是智圣鬼谷子隐居处，
孙膑庞涓求学地，素有中华第一古军
校之美誉，更是毕业旅行的好去处。
同时，古灵山景区推出了端午节当天
生日者、提前预约参加包粽子大赛者
免费游等惠民活动，备受社会好评。

（张小燕）

淅川县：
端午小长假，渠首源头游成为淅

川旅游的强力引擎和最大卖点。各
景区为游客提供了丰富的旅游大餐：
南水北调探源游、蓝色丹江生态游、
香严古寺朝觐游、坐禅幽谷探险游、
明清古街文化游、移民寻根探亲游
等，满足了游客的多层次需要，让众
多游客乘兴而来，不虚此行。

（冷新星）

焦作云台山：
端午假日期间，云台山景区游客

较去年同比增长27%。节日期间，云
台山景区着力在“微服务”上下功夫，
安排专人负责发布微信信息和日常
维护管理，游客们可以第一时间获取
最新的旅游资讯、主题活动、旅游攻
略等消息。围绕“粽”情端午的主题，
云台山推出一系列趣味性强、游客参
与度高的节庆优惠活动：景区不仅推
出针对“屈”姓游客凭身份证免门票
的优惠活动，还有摇红包活动回馈游
客。游客只需连上景区免费WiFi，
参与活动，即可赢取现金、景区门票、
度假酒店等端午节大礼。

端午节后，云台山景区推出的
“青春毕业季 欢乐云台行”的优惠
活动仍在火热进行中，全国所有高
中、大学应届毕业生，凭学生证件、高
考证等有效证件，只需购买 75元门
票即可畅游云台山。 (朱天玉)

嵩山景区：
2016 年端午与第 11 个文化遗

产日重叠，三天假期，嵩山景区共接
待中外游客 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从嵩山景区接待游客情况看，
散客自助、自驾游依然是景区的接待
主力军，来自河南及山东、北京、河北
等周边省市的居多，占整个游客量的
80%以上，家庭、亲子中短途游占据
小长假旅游市场主流。 （张晓梅）

盛邀河南游客 感受三秦魅力

长隆推介到中原 海洋公园受青睐

红旗渠：
红色七月尽享优惠门票

清明上河园景区端午节期间热闹的游园场景

6月 19日，济源五龙口景区将迎来
猴山百果宴的举行，活动现场不仅有“百
猴品果”的生动场面，还有“美猴王真人
秀”表演，趣味十足。

中国猴山——五龙口风景区是一处
以自然景观为主，以太行猕猴、荆浩文化
为特色的山岳型风景区，也是国家级猕
猴保护区，2002年被评为“国家AAAA
级旅游景区”。这里常年生活着 16 群
3800余只太行猕猴，它们也是地球纬度
最北端的猕猴群落。在这里，西天取经、

“美猴王”等以西游记为主题的趣味表演
精彩纷呈，还有上千只野生猕猴在飞瀑
流泉间饮水嬉戏。 (李庆军)

中国猴山：
本周迎来百果盛宴

黛眉山风光 洛宣 摄影

新闻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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