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阳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石海林

当前，旅游业已从“景点旅游”演进

到“全域旅游”新阶段，安阳县应积极将

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通

过整合独有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资源，让

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成熟文化旅

游产业集群。

安阳县境内有历史遗址 500余处，

各类文化景点 240余处，其中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拥有诸多优势。

安阳县文化旅游局高度重视文化旅

游产业集群建设，专门成立重点项目工

作领导机构，形成“有人管”“有人干”的

工作氛围。特别是完善“高陵文化旅游

产业园”和“西南文化旅游产业园”专职

高规格管理机构，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建立督察问责机制，对未按序时进度完

成任务的相关单位和部门严肃追责。

发展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至关

重要。必须加快实施旅游园区道路补短

板工程，通过持续旅游道路、美化、亮化

等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以高陵旅游专线

与祥和大道为两翼、县产业集聚区中轴

线为骨干、各景区旅游道路为辅助的全

线贯通的旅游道路网，为全县旅游景点

串成线、连成片、织成网奠定基础。

要加大宣传推介投入，提升景区品

位。发挥好各媒体媒介的平台作用，通

过举办节庆、与周边景区组织游线、参加

旅游推介会等，扩大影响、增强辐射、借

力发展，主动出击做好宣传促销工作，吸

引更多游客走进安阳县，让游客以最经

济的消费，获得最佳的旅游体验。

下一步，我们将把文化旅游产业招

商列入全县大招商之列，与国内外有实

力、有经验、有社会责任感的文旅企业进

行对接合作，把做大做强当成首要目标，

以“全域理念”尽快打造成熟的文化旅游

产业集群，助推安阳县经济转型升级。

以“全域理念”
打造成熟
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观点

赵家河龙洞村

马氏庄园

安阳县安丰乡渔洋古村寨门

长春观全貌

□安阳观察记者 任国战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申万宏

安阳县地处我省最北端，环绕安阳
市区分布，坐拥“一万年历史遗存，六千
年丰厚积淀，数百年文化风流”，北有曹
操高陵、固岸墓地、西门豹祠、英烈楼
等，西南有马氏庄园、灵泉寺、万佛沟、
唐塔……这些文化旅游资源星罗棋布，
熠熠生辉，却一度如同散落的珍珠，掩映
在绿树碧水之间。

为使当地独特的自然资源、文化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今年以来，
安阳县委、县政府提出由文化旅游资源
大县向文化旅游产业强县转变的目标，
大手笔整合多处文化旅游资源，着力布
局高陵、西南两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推
动全县文化旅游产业的科学发展、跨越
发展。

一河通古今
书写漳水沿岸历史大文章

漳河，发源于山西长治，流经安阳县
境内40公里。

漳河流淌数千年，无数风华过往，不
仅为世人留下无数动人传说，也在其沿
岸留下一处处遗址，历经岁月沧桑亦光
彩不灭。

沿漳河由西至东而行，可以探访为
纪念解放战争时期41位烈士舍生取义的
英烈楼旧址，浓缩6000年中华文明史的
古村落渔洋村，一经发现便立刻引起全
国乃至世界高度关注的曹操高陵，还可
拜谒战国时引漳水灌溉、“投巫于（漳）河
中”的魏国邺令西门豹祠，在震惊过全国
考古界的固岸墓地凭吊古人……

往事越千年，随着下游漳水干涸，这
些历史“遗珠”一度淡出人们视野，而今
天，他们在当地政府的巧手“串联”下，将
会陆续焕发出昔日的光彩，为世人重现
邺都历史的厚重与辉煌。

9月 13日上午，记者驱车前往安阳
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从安阳市区走107国
道，不到一小时就抵达曹操高陵。在临
时展厅门前，记者看到，一条长约三公
里、直通安丰乡镇主干道的宽阔新路已
竣工通车。

在 G107—曹操高陵旅游专线绿化
工程施工现场，安阳县文化旅游局局长
石海林告诉记者，安阳县打造高陵文化
旅游产业集群的总体目标是通过挖掘整
理漳河沿岸历史积淀，丰富景点文化内

涵，建设“五点一线一带”历史文化旅游
观光带。

“五点”就是重点打造曹操高陵、固
岸古墓群两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和西
门豹祠、英烈楼、渔洋古村落三个省级文
物保护单位等五个单独精品旅游点；“一
线”就是建设一条沿漳河景观大道，东起
107国道，西至英烈村，可将西门豹祠、穿
漳工程3000亩水面人文景观、固岸古墓
群、曹操高陵、渔洋古村落、英烈楼串成
一条线，整体开发展示；“一带”就是将沿
漳景观大道与曹操高陵景观大道连接起
来，形成一个高标准、高规格的旅游观光
循环带，沿线开发建设古玩、文化、商贸
一条街，为传承历史文化、发展特色旅游
产业提供有力支撑。

景点连成片
下好文化山水资源一盘棋

9月 13日是工作日，但在安阳县西
南的马氏庄园景区，前来参观的游客仍
然络绎不绝。

“确实值得一来。没想到这小镇藏
龙卧虎，竟有一处这么大的宅子。”游览
景区后，许昌游客李女士感叹，“别看离
得不算太远，这里和许昌的风光截然不
同。一会儿我们还要去小南海逛逛。”

李女士所说的小南海就在善应镇，
从马氏庄园出来向西南方行驶不足半小
时，就到了。善应镇仅 66平方公里，却
是“藏龙卧虎”，拥有文物古迹16处。小
镇上，小南海原始人洞穴遗址、举世罕见
的砖雕艺术珍品唐塔、佛教圣地灵泉寺、
北齐石窟、宝山万佛以及道教圣地长春
观……历经千百年沧桑、看尽人世间冷
暖，如今依旧傲然挺立于世。

在紧邻善应镇的马家乡，亦有风光
秀丽怡人的赵河风景区、马鞍山森林公
园等山水资源。近年来，安阳县通过对
西南部宗教文化和山水资源的挖掘打
造，实施“以点带面”开发，打造出一个面
积300平方公里，涵盖善应、马家、磊口、
水冶、许家沟五个乡镇，包括小南海景
区、长春观景区、马氏庄园、灵泉寺、马鞍
山森林公园、修定寺塔等景点的文化旅
游集群，与高陵文化旅游产业园“比肩而
立”。

从善应镇政府出来向南不足十米，
就是正在修缮的安阳县西南文化旅游产
业园区主要旅游通道的祥和大道，这条
路与S301省道衔接贯通，可将高陵和西
南两大文化旅游产业园区连为一体，将

各旅游景点串成线、连成片、织成网。
“届时，游客从高陵到小南海、长春

观、灵泉寺游览，路上只需半个小时。”石
海林意气风发地说。

曾经以工业著称的安阳县，欲借整
合文化旅游资源之机，为自己打造一副
腾飞的羽翼。那些闪烁着古老文化光辉
的古迹遗存，必将伴随着安阳县的振翅
高飞耀世而出。

（照片由贾海平、申万宏提供）

地方观察/安阳│172016年9月14日 星期三
统筹 尹红杰 任国战 李岚 责任编辑 王屹立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谢晓虎

“一个支部一面旗，一个党员一盏
灯”，这是安阳市国税局机关党组织创新
开展基层党建工作后，干部群众的切实感
受。如今，在安阳国税的每个办税服务大
厅，党员干部主动担当、带头服务群众已
成为风气，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安阳市国税局机关党委下设86个支
部，共有在职党员 894人，管理着近 9万
户纳税人，仅今年全面推开营改增之后，
就又增加11800户。如何才能“带好队、
收好税、管好家、服好务”？

“只要抓住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
少数’，带动全体党员这个‘关键多数’，就
抓住了干部队伍的中坚力量。”安阳市国
税局局长赵玉众认为。

“您好，这里是共产党员示范岗，您需
要办理什么业务？”9月 7日，记者来到安
阳市殷都区国税局，正逢安钢财务处会计

卜玉前来领取定额发票。大厅工作人员
于鸿雁主动领其来到自助取票机面前，指
导卜玉如何使用，大约10秒钟后，卜玉就
成功领到50张定额发票。

“咦？这么快就办好了，非常感谢！
为国税局的服务点赞！”卜玉高兴地说。
在得知卜玉刚休完产假上班，对“营改增”
业务不甚了解后，于鸿雁又主动拉着卜
玉，为其讲解相关事项。

今年开始，安阳国税党组高度重视党
建工作，创新开展“我给入党介绍人写封
信”“微型党课比赛”等党建活动；围绕服
务税户，开展“我为税户解难题”活动，在
每个办税服务大厅成立“党员专家纳税服
务团队”“纳税服务雷锋超市”；深化国地
税联合办税，各基层党组织开展“千人万
户”服务活动，送法上门、送政策到户。通
过开展党建活动，激发了基层党组织和党

员干部服务群众的热情，不断提升窗口单
位的服务质量，党建工作与纳税服务“琴
瑟同谱”，得到了广大纳税人和社会各界
的良好口碑。

“营改增工作时间紧，任务重，白天
我们走访纳税人，积极为纳税人做好培
训辅导，晚上加班加点，审核一些营改
增的审报数据，确保审报数据的质量。”
安阳市殷都区国税局局长张春林告诉
记者。

与张春林一样，安阳国税系统“营改
增党员先锋突击队”队员们也是两个多月
没休息，在“营改增”工作最繁忙的阶段比
着干、抢着干，不叫苦、不怕累，不说困难、
不讲条件，尽心尽力为纳税人答疑解惑、
办理业务。

“业务工作做到哪里，党建工作就推
到哪里，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果体现到转变
职能，更好地为纳税人、为基层和为大局
服务上来，为安阳市国税事业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安阳市国税局机关党委书记
栗太生说。

□安阳观察记者 杨之甜 本报通讯员 陈晓东 李浩

学员可以跨驾校培训，自主择校、自主预约，还可以先培
训、后付费？是的，你没看错！如今在安阳，学开车，就是可以
这么潇洒。

今年4月1日起，作为全国第一批16个驾培改革试点城市
之一，安阳市82家驾校2674台教练车开始推行“我学车，我做
主”的驾驶培训新格局，安阳驾培市场正式开启“淘宝”模式。

学车就像逛“淘宝”——
自主下单，满意后再付费

“今天的练车到此结束，请慢走，明天见！”9月 6日下午 5
时，在安阳市相州驾校训练场地，教练员骈建伟刚刚结束4时至
5时的课程。

之后，骈建伟继续为下一位学员张嘉铭上课，学习时间仍
为一小时。当天是张嘉铭第一次预约骈教练，她告诉记者，此
前的教练临时请假，她在安阳驾培网上看到的好评率高，就临
时选择他作为自己的教练。

“自己选择教练，自主预约练车，我们学员彻底翻身做了
‘主人’。”张嘉铭对“自主”很是满意。

“通过‘安安 e驾’手机APP，就能了解到市区及各县驾校
基本信息，上面有每个驾校的车辆数和教练数，还有地址、电
话、好评率和课时单价等情况。并且，每个教练姓名和照片
下，都有预约量和好评数，学员登录查看一目了然。”相州驾校
负责人打开手机中的APP向记者演示，他说，“安阳驾培网”里
面也有全市82家驾校的所有信息，学员随时想看就看。

“就像咱们平时‘淘宝’一样，学员先学车，后付款，满意后
再付费给好评，不满意可以给差评，拒绝付费。这种方式无形
中促进了教练员和驾校服务水平的提高，也方便了学员。”安阳
市交通管理局局长李亚非说。

练车可以就近选择——
跨校培训 不满意就换

在安阳市蓝盾驾校，市民刘先生正在练习科目三项目，他
告诉记者，今年年初，自己在汤阴老家的一家驾校报了名，可由
于在市区工作，练车还需要两头跑。

“现在可以跨驾校练车，实在太方便了，我可以随时在手机
上预约，还可以就近选择驾校练车。”刘先生高兴地说。

从4月 1日起，安阳市所有驾校改变一次性预收全部培训
费用。学员首先根据自身情况和意愿，自主选择驾校报名；进
入科目二、科目三实操驾驶培训时，即可选择跨驾校培训，根据
自己的工作学习情况自主选择培训时段和培训科目，满足学员
个性化培训需求。如对驾校教练车、教练员培训服务情况不满
意，下次可另换驾校。

自4月22日第一例学员跨驾校培训以来，目前安阳市已经
有65所驾校产生跨校培训，其中跨校培训919人，培训13843
人次。安阳市也成为国内首个真正实现跨校培训的地区。

可视化监控平台助阵——
全程监督管理 杜绝恶意差评

在安阳市交通管理局二楼监控中心，李亚非指着监控系统
大屏幕向记者介绍，这里的可视化监控平台，能够实时监控到
全市各个驾校培训场地、报名大厅的状况。随机打开一家驾
校，就可通过车内高清摄像头，调取任意一辆教练车上学员和
教练员互动的情景镜头。

李亚非表示，通过这个监控平台，可以有效对各个驾校的
培训情况进行监督，也防止学员对教练进行恶意评价，对双方
都起到约束作用。

他说，自4月中旬以来，在驾培行业管理中没有发生一起因驾
校或教练员培训服务问题引起的投诉。行业多年来存在的监管困
难、服务质量低下、学员投诉居高不下等问题，得到有效改善。

“‘先学后付、计时收费、我学车、我做主’的模式，必然成为
驾培行业改革的主流，驾培市场的规范化发展将很快到来。”李
亚非说。

我学车 我做主

安阳驾培市场
开启“淘宝”模式

安阳市国税局强化党员意识 创新型开展基层党建工作

业务做到哪里 党建就推到哪里

整合全域文化旅游资源 打造高陵、西南两大文化旅游产业集群

安阳县妙手串起散落的珍珠

▶弘扬雷锋精神，
“创建文明城市，志愿者
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中，安阳市国税局向全
市市民发放创建文明城
市倡议书共计 20000
份。陈志强 摄

为给广大读者提供方便，近来，林州市图书馆创新服务手
段，在馆内新增爱心雨具专柜、冷热净水系统处理器、弱势群体
阅览室、盲人通道、预约服务等多种服务措施，吸引了更多读者
走进图书馆，认识图书馆，利用图书馆，享受图书馆。

魏晓玲 陈国茹 摄

创新服务方便读者

关 注

都里影屏山

安阳市机
动车驾驶人培
训管理服务平
台 郭强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