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相正

如何真正实现旅游精准扶贫？如
何让嵩县的好风景成为百姓手中的

“金饭碗”？
8月20日，在白云深处的嵩县车村

镇天桥沟村，以“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
山水任您游”为主题的大型旅游精准扶
贫公益活动正式启动，首批35户贫困
家庭得到“结对帮扶”。目前，嵩县旅游
精准扶贫攻坚战正在有序推进。

挂上扶贫爱心卡
帮扶更有针对性

“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您
游”是嵩县脱贫攻坚推出的新举措。
记者获悉，从现在开始到 2019年，只
要帮扶嵩县一个贫困户，即可得到“嵩
县旅游精准扶贫爱心卡”，持卡者本人
及家庭成员，可以不计次免门票畅游

嵩县的 5A景区白云山，4A景区天池
山、木札岭等所有A级景区。脱贫攻
坚完成后，对嵩县做出贡献的爱心人
士将被授予“嵩县县民”荣誉，畅游嵩
县景区终身免票。

“我们面向全国发起旅游精准扶
贫大型公益爱心活动，就是要进一步
发挥旅游业对贫困地区的带动作用，
助推嵩县全面脱贫奔小康。”嵩县副
县长陈胜展说，嵩县境内山清水秀、
风光旖旎，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等
10多个景区交相辉映。但同时，嵩县
有15700户 51218人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他们大部分聚居于深山生态景区
周边。

目前，嵩县已经把首批 300 户贫
困户资料发布到了嵩县旅游局官
网，爱心人士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从
助学帮扶、项目帮扶、就业帮扶或者
其他方式，有针对性地自愿选择帮
扶对象。

车行千里来结亲
共同携手来脱贫

“嵩县山美水美人更美。这个爱心
卡让我们感觉到了山里人的感恩之心，
更让我们乐意加入旅游精准扶贫活动中
来，把嵩县当成自己的家，帮助嵩县家人
走向新生活。”手持爱心卡，河南自驾游
俱乐部联盟执行会长李庆激动地说。

据悉，该消息一经发布，即在社会
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活动当天，河南自
驾游俱乐部联盟的300多位车友和河
南千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盼盼集
团漯河分公司、达利集团河南分公司、
恒大集团河南分公司等爱心企业负责
人和游客、群众共同参加了启动仪式。
35名爱心志愿者现场领取了“帮扶一个
贫苦户，嵩县山水任您游”爱心卡。

据天桥沟村第一书记陈占元介绍，
在白云山自驾游营地，自驾车友送来了

衣物、书籍、旧家电等物资，设立了“爱
心屋”，天桥沟村的贫困户可以免费领
取。河南豫旅宾馆现场捐赠现金3500
元；乐驰天下俱乐部捐赠现金2000元，
以上爱心企业还举行了义卖活动，近2
万元义卖和捐款收入将全部用于天桥
沟村贫苦户看病、房屋维修等。

旅游帮扶，教育为先。新华社记
者李钧德现场为今年考入大学的贫困
学生王盈芳捐款5000元，为陈乐艺捐
款 3000 元，一下子解决了两家的忧
愁，赢得现场人士纷纷点赞。

帮扶一个贫困户，嵩县山水任您
游。目前，设在嵩县旅游局、扶贫办的
咨询电话铃声此起彼伏……

如此精准的旅游扶贫工作正以其
强劲的造血功能、巨大的带动作用，吸
引更多的社会爱心人士，迅速成为嵩
县扶贫攻坚的崭新生力军。旅游+扶
贫，嵩县会越来越美，也会越来越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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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天玉 冷新星

8 月 21 日，在淅川县坐禅谷景
区，进山的道路顺畅整洁；旅游标示
牌规范统一；观景台、休息凉亭等修
葺一新，旅游厕所也干净如新，整个
景区正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游客面
前。这是淅川县丹江湖旅游区创建
国家5A级景区的一个缩影。

为有效提升淅川旅游的竞争力
和影响力，打响丹阳湖品牌，近年来，
该县确定了“旅游兴县”战略，坚持全
域旅游、融合发展的理念，一切力量
向旅游倾斜，一切工作主动服从服务
旅游工作，致力形成大旅游带动大发
展的局面。

“我们集中优势旅游资源，对环
库重点景区进行捆绑，协同联动，全
面启动实施了丹江湖5A级景区创建
工作，力争把丹江湖打造成像浙江千
岛湖、杭州西湖一样的旅游胜地，成
为中原旅游的新名片。”淅川县副县
长辛泽涛说。

说干就干。该县成立了高规格
的丹江湖旅游区创建国家5A级景区
指挥部，县委书记卢捍卫、县长杨红
忠亲自挂帅，相关的县四大家领导任
副指挥长，分块推进，强力创建。建
立了创建工作台账，卡紧时间节点，

明确目标任务。全面整合资源和力
量，统一进行管理，统一组织宣传、统
一提供服务，统筹推进丹江湖 5A创
建工作。

旅游要发展，规划引领是关键。
县里高标准、高起点制订了《淅川丹
江湖旅游区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提升实施方案》，明确了创建任务、具
体要求和措施。国土、环保、林业、水
利、交通等部门和相关乡镇主动介
入，全力服务，扎实开展土地调规、环
评办理、道路提升改造等工作。

5A 创建，景区是主体，也是重
点。渠首、丹江大观苑、香严寺、八仙
洞、坐禅谷等景区严格按照提升方
案，加大资金投入，完善基础设施。
对景区道路、游客中心、旅游标识、停
车场、公厕等进行了全面改造整治，
大大提高了配套能力。随着一处处
旅游设施的换档升级，一次次优质服
务的竞相涌现，各景区既提高了“颜
值”又提升了气质，面貌焕然一新。

创建有尽头，追求无止境，淅川
旅游业发展的脚步正铿锵有力。“今
年是加快淅川旅游发展的关键之
年，我们要认准目标，坚定信心，全
力冲刺 5A，为建设水清民富县强新
淅川做出新贡献。”淅川县委书记卢
捍卫说。

爱心汇嵩县 携手助脱贫
——嵩县旅游精准扶贫攻坚战有序推进

淅川丹江湖冲5A比美西湖

将济源市王屋山、五龙口、小浪底、
小浪底等七大特色景区巧妙植入游戏
中，玩家在激战的游戏中便可畅游济源
名景……近日，济源市旅游局联合腾讯
页游《龙啸天下》进行跨界合作，进行了
旅游和互联网娱乐多层次、多维度融合
的有益尝试，获得明显的效果和广泛的
认同。这是在“互联网+”思路下，济源
旅游品牌的创新营销。

如何抓住各大景区的精髓，将其
完美植入到游戏场景地图中和玩家
游戏体验中，让玩家感受两者融合带
来的体验呢？

在《龙啸天下》中，根据王屋山的
特点，将其打造成一处新场景，山似

“王”字，道教掌管。小浪底、九里沟等
景点，在游戏中都是遵循实景设定，呈
现出钟灵毓秀的山川大河之景。在游

戏体验中，通过道具、称号、NPC等形
式的发散，了解王屋山、小浪底、济渎
庙、九里沟、黄河三峡、五龙口、小沟背
七大景点的特色。《龙啸天下》中植入
的济源七大名景，让去过济源的人，更
加清晰地了解济源名胜风景的奇特秀
丽；而那些不知道济源这座城市的玩
家，则通过游戏知道了济源，潜移默化
间增强了济源城市的知名度。

据悉，游戏产业、动漫产业、影视
产业、文学产业已经成为互联网休闲
娱乐的主力，旅游同属休闲娱乐产
业，两批用户有着天然的共同属性，
正所谓休闲娱乐无域界之分，将旅游
产业与互联网休闲娱乐的主力——
游戏，进行跨界合作，这是一个传统
旅游产业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创新
营销的典型案例。 （李虹澄）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王峥

近日，记者携家人到云梦山游玩，
景区免费提供开水、急救药品及雨伞
的服务等，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随
行的朋友说，他曾在樱花文化节期间
来鹤壁赏樱，也记住了热情好客的文
明志愿者……

近年来，鹤壁市旅游局围绕全市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坚持从制度建设、
行业规范管理、社会宣传、文明素质和
服务质量提升等方面着手，多措并举，
全力争创“文明旅游行业”，让文明旅
游成为鹤壁市的一道风景。

用制度遏制不文明行为

“我们通过完善制度，把好组团
关、落地关和行程关，夯实导游领队文
明旅游责任，让导游以身作则，引导游
客文明旅游。”8月1日，鹤壁市旅游局

工作人员说。
在宣传贯彻国家旅游局出台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旅游行业文明旅
游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的
基础上，鹤壁市要求旅行社服务严
格按照《导游领队文明旅游引导规
范》、《旅行社行前说明服务规范》，
重点规范行程中导游领队文明旅游
引导内容，从而创造更加文明、和谐
的旅游环境。

把文明写进旅游合同

“每周的例会、每次的培训我们都
会把文明旅游宣传作为必修课，力争
做好每一个环节，确保每一个团队、每
一名游客度过一段美好的旅程。”鹤壁
市百事通旅行社负责人吴晓丽说。

为进一步强化行业规范管理，在
新版旅游合同中，鹤壁市旅游局将遵
守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尊重旅游目
的地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

仰，爱护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遵
守《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等文明行为规范作为旅游者的义务纳
入旅游合同，倡导游客做文明旅游的
践行者、传播者。

景区设立文明志愿者服务站

文明旅游温馨提示语、文明志愿
者服务台……每一处服务、每一个细
节无不传播着文明，每一名员工、每一
名游客都在这种氛围中感受着文明，
践行着文明。

去年以来，鹤壁市大伾山、云梦
山、古灵山3个省级文明风景旅游区着
力提升景区环境、服务设施和便民服
务水平，并设置了规范的文明志愿者
服务站。市内各旅行社、星级饭店按
照“文明旅游示范点”要求，营造“文明
旅游”氛围，开展“文明旅游”活动，增
加便民服务措施，努力形成强大的宣
传攻势、浓厚的文明旅游氛围。

人人争做“最美旅游从业者”

近期，鹤壁市旅游局开展向“最美
导游”韩滨学习活动，全市旅游从业人
员都在争做“最美旅游从业者”。云梦
山景区导游王晓杰因出色的服务被省
旅游局推荐为全国“最美导游”候选人。

鹤壁的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
寻找“最美导游”、评选“文明游客”等
活动，引导广大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
努力营造“文明友好、服务优质、环境
优美、秩序井然”的旅游市场环境。在

“3·15消费者权益保护日”“5·19国家
旅游日”等重要节日，鹤壁市旅游局都
会向市民发放《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
明行为公约》和《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
明行为指南》。

旅游景区、星级宾馆、旅行社、购
物场所……随处可见的是旅游志愿者
的身影。文明旅游如一道最美的风
景，扮靓了鹤壁。

8月19日，第二届“洛阳白云
山杯”围棋世界冠军邀请赛在白云
山景区落下帷幕，唐韦星九段执白
以6又1/4子的优势击败上届冠军
柯洁九段，成为新的王者，并获18
万元冠军奖金。

本届比赛于8月17日开赛，７
名世界冠军柯洁、时越、周睿羊、芈
昱廷、柁嘉熹、陈耀烨、唐韦星和特
邀棋手世界亚军周鹤洋九段参赛，
经过两轮角逐，柯洁淘汰周睿羊、柁
嘉熹，唐韦星战胜芈昱廷、时越，两
人相约冠军争夺战。

决赛于8月19日 14:30打响，
比赛用时采用每步棋30秒、每方有
10次1分钟延续的快棋赛制，在读
秒声的催促中，唐韦星和柯洁拼尽
全力全盘战斗，最终唐韦星凭借劫
材优势，在一片混战中惊险胜出，转
换过后白棋大胜局面不可动摇。本

局双方共进行了 329 手的激烈争
夺，唐韦星执白以6又1/4子的较大
优势获胜，成为第二位“王中王”。

当天 16 时，中国围棋棋圣聂
卫平搭档国家围棋队领队华学明
现场为棋友挂盘讲解决赛对局。

本届比赛由中国围棋协会、河
南省体育局、嵩县人民政府等共同
主办，洛阳白云山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冠名赞助。比赛的总
奖金为48万元，冠军奖金18万元、
亚军奖金8万元。 （李垒杰）

鹤壁：用文明扮靓最美风景

围棋世界冠军 决战白云之巅

游戏激战中玩转济源

根在中国，龙在西峡。近日，带
着对侏罗纪、白垩纪时代的遐想，笔
者走进了西峡恐龙遗迹园。置身于

“恐龙帝国”，细细品味着沧海桑田的
巨变和一个5A级景区的独特魅力。

走进恐龙遗迹园，仿佛穿越到了
亿万年前——在时空隧道，远古的生
命奇迹和领略地球沧海桑田的变化逐
一呈现；踏上亿万年前的山体，1000
多枚恐龙蛋化石奇迹般地呈现在眼
前，举世罕见的西峡巨型长形蛋和戈
壁棱柱形蛋，让游客直呼“震撼”。

一块块恐龙化石、一具具恐龙骨
骼，一个个场景，在逼真的音效和炫
彩的光电配合下，再现了不同时期恐
龙的生存状态及环境变迁。鸭嘴龙、
禽龙、原角龙、霸王龙等，或嬉戏，或
奔跑，或觅食，或休憩，恍若白垩纪时
代再现。走进动感4D影院，笔者和
侏罗纪杀手异特龙一起猎食，与翼龙
一起称霸蓝天。随着电闪雷鸣、刮
风、下雪、水雾喷洒、触须等特殊效
果，这份惊险刺激令人惊叹不已。

“恐龙帝国”充满了无限风情，恐
龙遗迹园的旅游服务同步提升。栩栩
如生的仿生态大门客涌如潮，“恐龙园
二馆”成为远方游客的新期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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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
沿途设置的温馨提示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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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醉西峡，梦栖恐龙遗迹园。这
里风光无限。 (袁俊岩)

8月 21日，安阳太行大峡谷景区迎来暑
期客流高峰，当天同时接待来自郑州800人
的大型旅游团和河北石家庄的 600人大型
团队，据统计，8月20日、8月21日接待游客
近两万人次。

今年，太行大峡谷雨水充沛，景区内瀑
布成群，四面八方的大型团队接踵而至。为
确保接待工作万无一失，让游客能更好地体
验游玩，景区租赁50辆中巴车接送游客，临
时聘请80名工作人员分配到各个岗位，使游
客能在太行大峡谷的壮美山水中感受大自
然馈赠的清爽感受。 (顾晓光)

太行大峡谷：瀑布成群客如潮

唐韦星九段(前右)与柯洁九段（前左）对弈

声光电里体验“恐龙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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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市卧龙区检察院通过推行四项措施，认真执行检委会议事
规则、议题标准和议案程序，有效发挥检委会的职能作用。推行检
委会例会制和委员集体学习制度。规定每月两次的检委会例会日，
保证会议经常化和制度化。同时规定检委会委员每月固定时间或
在例会日无议题时集中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法学理
论前沿问题以及最新司法动态。推行检委会专家咨询组和案件研
究小组机制。为提高检委会决策水平，设立检委会专家咨询组和研
究小组，明确了人员组成、主要职责和小组会议的召集召开形式，分
别为检委会研究案件中涉及的专门知识、疑难问题提供咨询服务和
参考意见。推行议题标准化。细化议题范围，明确由检委会讨论决
定的案件和事项情形，规范了议题报告格式，要求承办人汇报案件
时详细阐述承办部门讨论时的各种分歧意见及理由，并将科室集体
讨论的会议记录、有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等
材料作为附件移送检委办，提高会议质量和效率。推行检委会程序
网上运转。按照统一业务系统应用平台的实施要求，规定所有提交
检委会讨论的案件必须经过统一业务应用平台流转，未经平台流转
的案件和事项检委会不予研究，确保有关信息及时、完整、准确录
入。 （胡皓 安家莲）

今年来，许昌鄢陵县卫计委持续纠正“四风”，
切实践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党员干部进一步转变
作风，认真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监督责任
和“一岗双责”，结合卫生计生系统工作实际，扎实
开展“两学一做”主题教育，主动作为，不懒政怠政，

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发展。一是量化指标，突出反腐
倡廉一条主线；二是聚焦“四风”，落实两个责任；三
是坚定信念，开展三项教育；四是科学预防，形成

“四种合力”；五是强化保障，严明五条纪律。
(刘文革)

近年来，南阳唐河县检察院充分发挥检察预
防职能，不断创新工作举措，提升预防实效，营造
了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廉洁高效的发展环
境。深入开展预防调查，提高战斗力。重点针对
涉农惠民领域、民政领域、新农村合作医疗领域
资金发放使用情况等开展专项预防调查。近 3
年共移交线索 11件，立案 8件 20人，向有关单位
发出检察建议 32件，6件预防调查报告和检察建
议分别被县委书记、县长批示肯定。扎实开展预
防宣讲，扩大影响力。成立“预防宣讲团”，认真
制订宣讲方案，精心挑选宣讲人员，不断优化宣
讲内容，巡回开展警示教育宣讲，实现全县预防

职务犯罪教育全覆盖。共举办警示教育 130 多
场次，受教育人数达 8700 多人。扩大预防主体
范围，加强监督力。该院积极探索“亲情”预防工
作，与县妇联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家庭助廉
机制，把广大领导干部家属纳入预防主体，向他
们发送廉政短信、倡议书及亲属监督联系卡，发
挥家庭在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依托警示教
育基地，增强辐射力。该院警示教育基地的建
立，通过播放国家领导人反腐之音、廉政公益短
片、典型案例展示剖析、庭审回放、互动体验空间
等，警示参观者踏实做人、清廉为官，做到警钟长
鸣、防微杜渐。 （宋瑜静 牛凌云）

为认真落实市院 2016
年预防工作目标，新乡卫滨
区检察院坚持以警示教育为
抓手、以减少犯罪为目标，为
扩大“送法进机关”活动的影
响力，创造生产力，构建社会
化预防大格局，实现送法活动
对卫滨区党政机关单位的无
缝隙和全覆盖，日前，该院副
检察长张建军带领预防局干
警将精心制作的十余块预防
职务犯罪宣传版面送到区机
关、平原镇、各办事处、国税
局、地税局、工商局、财政局
等单位，开展一系列“精准
化”警示教育宣讲活动。该
院注重将前期宣讲活动集中
在职务犯罪易发、高发的领
域开展，并依据单位性质进
行有机整合，既扩大了宣讲

规模，增强宣讲效果，又节约
了宣讲精力。如将财政局、
国税局与地税局进行整合，
举行了“财税系统法治宣讲专
场”。选择典型案例，以视频
形式组织当事人现身说法，增
强法制宣讲的震撼力；播放以

“爱惜名誉、珍惜亲情”为主要
内容的法制微电影，增强法
制宣讲的感染力；每次宣讲
结束后，及时召开干部职工
座谈会，谈感想、话廉洁，增
强法制宣讲的渗透力。并与
相关部门负责人就如何深入
开展送法进机关活动和进一
步搞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进
行了座谈，取得良好预防效
果，受到相关单位好评，实现
该院送法进机关工作的无缝
隙、全覆盖。 （褚瑜洲）

积极规范检委会工作

创新形式“送法进机关”

多举措提升预防“四力”

狠抓卫生计生系统纪检监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