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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观海避暑节大气来袭

自驾线路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或连霍高速））—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

77月月11日日 观海避暑节开幕式观海避暑节开幕式
77月月88日日 亲子风铃节亲子风铃节
77月月1515日日 音乐露营节音乐露营节
77月月2222日日 诗词大会诗词大会
77月月2929日日 万人蟠桃养生宴万人蟠桃养生宴
88月月55日日 仙侠汇仙侠汇
88月月1212日日 中部车友狂欢节中部车友狂欢节
88月月1919日日 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
88月月2626日日 百对老人金婚庆典百对老人金婚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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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云 游游 仙仙 境境————

活动热线活动热线：：03710371--8888610288886102 景区咨询电话景区咨询电话：：400400--96509650--318318

洛阳白云山小黄山索道

□本报记者 张莉娜

6月 17日至 18日，中国·王屋山
文化创意策划活动举办,济源市文化
旅游投资集团邀请国内 20多位顶尖
道文化专家、文化学者、文化创意专家
等齐聚济源“那些年·小镇”老兵工酒
店，围绕王屋山文化的开创、扩散、发
展及其现实意义等问题展开讨论。与
会专家纷纷表示，来到王屋山方知本
源，王屋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追溯道源仙山 开启思想盛宴

如何将王屋山的文化由“隐性”变
为“显性”？如何将王屋山打造成为海
内外华裔朝觐圣地？一场全新的“思
想盛宴”开始了——

在活动中，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
会副秘书长蒋晔、中科院东北地理研究
所研究员华仁葵、中科院上海天文台研

究员赵罡 、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院研究
员吴晓东等见仁见智，畅所欲言。

“到王屋山，方知本源。”专家认
为，王屋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在
旅游开发建设过程中，要把中华民族
精神与时代精神结合起来，通过构建
王屋山旅游发展智库，让文化更好地
落地，更好地与市场接轨。

专家指出，《周易》中写到伏羲在
王屋昆仑仰观天象，俯察地理，始作八
卦；观象测天，推历授时，告民农时。
建议在王屋山天坛峰下建天象馆，利
用高科技手段演示古天象及其远古文
化。同时深挖“中国女娲神话之乡”

“中国愚公文化之乡”等文化品牌内
涵，开发喜闻乐见的旅游文化产品。

据介绍，本次活动的举办，对弘扬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王屋山文
化内涵，把王屋山打造成为海内外华裔
人群朝觐圣地将起到决定性作用。

徜徉王屋名山 品读济源山水

6月 17日，济源市文旅集团董事
长邱英平、总经理曹磊一行陪同与会
专家，分别走进王屋山，畅游济渎庙，
品读济源“全域旅游”。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道”以文化的方式滋养着济源这
方水土。

作为道教十大洞天之首，与会专家
认同王屋山道境广场——天坛峰总仙
宫中轴线文化主题。王屋山仿照北天
极天市、太微、紫微三垣，设正天门、中
天门、南天门；上有天坛，下有地坛；天
坛峰左日精、右月华，与北京紫禁城设
正阳门、承天门、午门及天坛、地坛、日
坛、月坛在文化上一脉相承。在阳台
宫，蒋晔、华仁葵、赵罡 等抚摸着石柱
上的精美雕刻，纷纷赞叹“不虚此行”。

“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大众旅游时

代，济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正通过
创建国家 5A级景区，完善旅游服务
链条，带动旅游业的全域发展。”据曹
磊介绍，目前，该集团确立了“一核两
轴 N板块”的整体发展构架，先后启
动了王屋山道境广场项目、索道及天
坛顶改造提升项目、小有洞天休闲养
生项目、王母洞景区开发项目和“那
些年·小镇”文创项目，助力文旅集团
深耕全域旅游。

“本次活动的召开，既是济源市文
旅集团埋头苦干、砥砺奋进的汇报展
示，也是把王屋山打造成为海内外知
名文化旅游品牌，实现文旅集团发展
战略的关键一步。作为济源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的先行军和引领济源
文化旅游产业升级的龙头，济源市文
旅集团将秉承‘愚公移山’精神，奋力
打造中部地区文化旅游休闲高地。”邱
英平信心满满。

到王屋山 方知本源
——中国·王屋山文化创意策划活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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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中国最美的地方”洛
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双喜临门。这
一天，按照国家四星级酒店标准建设
的白云人家度假酒店喜迎宾朋。同
时，小黄山索道正式开通，攀登中原
极顶玉皇顶的时间由原来的2个多
小时缩短为20分钟。嵩县县长宗玉
红告诉记者，肩扛嵩县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龙头之重任的白云山，正健步迈
入国家级山地旅游度假目的地。

白云深处有人家
白云深处，依山傍水。按照国家

四星级酒店标准建设的白云人家度假
酒店巧妙融入山林、石景、溪水等度假
元素及木质效果、山林石材、森林动物
等自然和谐音符，充分展示山林度假
酒店回归自然的特色，成为嵩县的一
张新名片。

白云人家度假酒店是隶属于洛
阳瑞贝卡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酒店

内部布置精致典雅、宽敞亮丽，拥有
豪华套房、豪华标准间、普通标准间
共112间，可同时容纳200人住宿的
能力，SPA、棋牌等康体娱乐项目使
游客享受到品质的贴心服务。

中原极顶美如画
当天，随着小黄山索道的正式

开通，攀登中原极顶玉皇顶的时间
由原来的 2 个多小时缩短为 20 分
钟，攀登中原极顶，赏小黄山奇峰、
异松、林海等诸多美景更加便捷。

据悉，该索道总长 1105.55 米，
高差295.5米，采用的是当今最先进
的奥地利多贝玛亚公司提供的单索
循环式可脱开抱索器吊厢系统和最
新的索道技术进行设计、制造和安
装并自动运行，最大运量每小时
2000人。小黄山索道的修建，使得
小黄山至玉皇顶游览区形成旅游大
环线，并将攀登玉皇顶的步行距离
节约2个小时左右。同时，乘小黄山
索道，小黄山奇峰、异松、林海等诸
多美景可尽收眼底。

全新白云山荣耀而来
2014年 9月，瑞贝卡集团入主

白云山景区，开创了白云山旅游业
态的全新纪元。集团按照“一体两
翼四大板块”的发展布局，国际级山
地旅游度假目的地呼之欲出。

未来几年，随着白云山5A景区
提升，下庙游客服务区、庄克拉游客
服务区以及上庄坪度假小镇等多个
旅游度假服务综合体的逐步完善，白
云山旅游度假区将更具迷人风采。

迈向大众旅游时代，全新的洛
阳白云山荣耀归来！

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双喜临门——

白云人家喜迎宾 全新索道至云端

暑期来临，出境海岛游火爆起
来。6月 16日召开的 2017年暑期郑
州直飞岘港旅游推介会传来消息：郑
州—越南岘港包机7月12日首航。届
时，游客可乘坐该包机直飞越南岘港
感受美丽海岛风光。

据介绍，岘港位于越南中部，是
世界著名的六大海滩之一。在欧美
人眼中岘港是名气可媲美夏威夷海
滩的度假胜地，其水天一色的海滩亦
不逊于马尔代夫。本次岘港包机7月
12日首航，8月 25日是最后一班，共
计11班。

本次暑期岘港包机行程舒缓有
致，5天 4晚的行程丰富多彩，其中将
游览世界三大人文遗产之会安古镇、
美山占婆遗址、顺化古皇城，还有排名
全球六大细白沙滩之一的美溪海滩
等，让您在海边五星酒店安静地享受
大海、阳光、白沙滩，感受最美的海岛、
超高的性价比及最好的暑期度假产
品。 （于正华）

徜徉具茨山间，奇峰林立、古树参
天；漫步溱水河畔，绿草如茵、蝶舞莺
飞；徘徊于乡野村庄，鸟鸣清脆、炊烟
袅袅。在新郑，山与水、人与情，醉美
新郑四季如画，一步一景皆为大美。

从4月份起，河南日报社、新郑市
旅游和文物局联合主办“醉美新郑”征
文大赛盛装启幕，等待国内外高手妙
笔铸就大美新郑华章。目前，征文大
赛正在紧张进行，稿件正由四面八方
源源不断地发来。

据悉，一个多月以来，我们收到大
量稿件，或抒写古典风尚，或充满时代
气息;或大气磅礴、直抒胸臆，无不传
递着新郑之美。但是，在征文中，记者
发现，许多应征者没有按照征文要求
提交稿件。我们重申：参赛作品必须

是最新原创作品，参赛作品要集中反
映新郑日新月异的城市建设和姿态万
千的自然人文景观；参赛作品体裁可
为散文、游记、随笔、述评等。作品题
目自拟，力求新颖，文章字数控制在
800—1000字。同时，参赛者必须提
供不少于六幅美图，图片反映新郑旅
游风貌、历史文化和优美风光的图片，
并与征文同时提交。

河南日报正在等待更多的美文出
现，切记：征文必须以word文件格式
发 送 至 邮 箱 zmxzzwds@126.com，
投稿请注明“醉美新郑”征文大赛投稿
字样。

快快行动吧!“醉美新郑”征文大
赛正在火热进行中，5000元大奖等着
有才的您。 (本报记者)

云海，是老君山的一大奇观。
近在咫尺的云雾轻轻漫卷，清晰

的山峰淹没在如梦幻般的云海中……
7月 1日，2017 老君山观海避暑

节盛装启幕，并持续至 8月底。本次
观海避暑节由栾川老君山景区和河南
乐游文旅联合打造，老君山观海避暑
节不仅带人们去感受了大自然的鬼斧
神工、带人们体验到了18摄氏度的清
凉夏季，还使游客在喧嚣中寻得一处
宁静，从快节奏的生活中放慢了脚步。

2017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共有九
大主题活动，分别为：7月 1日，2017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开幕式；7月 8日，
老君山亲子风铃节；7月15日，老君山
音乐露营节；7月22日，老君山诗词大
会；7月 29日，老君山万人蟠桃养生
宴；8月 5日，老君山仙侠汇；8月 12
日，老君山中部车友狂欢节；8 月 19
日，老君山云境天路欢乐穿越赛；8月
26日，老君山百对老人金婚庆典。这
九大主题通过不同的内容和形式，诠
释着观海避暑节的丰富性、娱乐性和
可参与性，使游客切身感受到老君山
自然之美养眼、宜居之境养生、空灵之
景养心。 （周向毅）

郑州直飞岘港
七月中旬首航

“醉美新郑”征文大赛与您相约

老君山观海避暑节七月开幕

6月 24日，中国西峡首届歌伦贝
尔房车音乐嘉年华即将精彩上演。届
时，歌伦贝尔将携多组明星歌手、乐队
以及数十辆豪华房车阵容和国内最大
规模的变形金刚移动舞台车、绚丽的
灯光音响震撼登场，为西峡以及周边
城市赶来的观众带来跨界音乐盛宴。

6月 10日，由许巍领衔万人狂欢
的歌伦贝尔房车音乐嘉年华团队由广
西桂林一路穿越长沙、荆州、襄阳、十
堰等多座名城，计划于6月 17日抵达
西峡，开启对这座绝美小城的深度探
索发现之旅。由于西峡是歌伦贝尔的

联合创始人杜侑澎（杜磊）的家乡，他
此次携团队归来，有着特殊的意义。

西峡房车音乐嘉年华是歌伦贝尔
房车音乐发现之旅第四季第八个站点
的活动，西峡拥有集中的高品质景区
景点，其中老界岭和恐龙遗迹园景区
以绝美的山水景致和令人惊叹的白垩
纪恐龙蛋化石群博物馆享誉全国。

歌伦贝尔是国内房车旅行+音乐
节现场的顶级玩家，是目前国内房车
露营产业和户外音乐领域炙手可热的
文化活动品牌之一。

（朱天玉）

西峡歌伦贝尔房车音乐节重磅来袭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近日，新乡凤泉区检察院积极响应全省检察长会议精神，采
取三项措施，努力实现从严治检的目标，推动纪律作风建设走向
制度化、科学化、规范化。一是强化责任意识。该院要求党组成
员与各自分管部门负责人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位干
警，形成一级抓一级的责任体系。各科室负责人对本科室人员的
纪律负责，并与科室及个人的考核挂钩，促使全体干警时刻绷紧
严守“纪律、法规、禁令”这根弦，坚决远离高压线。二是强化干
警学习教育。始终坚持不懈地把学习教育贯穿该院纪律作风
建设始终，针对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重点地加强干警的思
想教育。通过开展专项教育活动、传达上级精神、领导上台授
课、组织座谈讨论、撰写心得体会、开展个案警示教育等形式，
推进纪律作风教育的多样化，增强干警参与教育的积极性。把
干警是否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活
动成果，衡量素质高低的重要标准，进一步促进该院纪律作风
建设的转变。三是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在原有各类相关规章
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健全考勤制度、车辆管理制度、公务接待
制度、相关会议制度、检务督察制度等，充分发挥制度建设在加
强纪律作风建设中的关键作用，进一步规范内部管理。 (娄苑)

近日，孟津县供电公司成立“青年创客工作
室”，为青年学习交流、创新创效和岗位建功搭建平
台，覆盖营销、运维、检修、物资、党群等岗位，现有
骨干成员36人。“青年创客工作室”是该公司团委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采取“搭平台、组团队”的方法，

组成不同创新小组开展管理创新、QC成果创新、
科技创新等活动，并定期组织开展创新成果发布展
示和分享交流，推动了公司团青工作与中心工作的
积极互动，有效形成了个人发展与团队优秀的“双
赢”格局。 （崔科科）

卫辉市唐庄镇南社村是卫辉最大的蔬菜种植
基地。目前正值包菜收获季节，但由于今年蔬菜
市场行情供过于求十分严重，包菜市场价格过低，
大量菜农销路不畅，给菜农带来巨大损失。得知
情况后，卫辉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来士
武,党组成员、财务科科长孟晓红带领志愿服务
队，利用周末时间来到南社村，在菜地义务帮助菜
农收菜、打包、装车。虽然天气十分炎热，但志愿
者们不惧烈日的炙烤，帮助菜农采摘5000多斤包
菜，缓解菜农的燃眉之急，当天傍晚，志愿者们将
收购的包菜全部运送至该院包点扶贫村太公镇朱
庄村贫困户手中。帮助菜农解决包菜滞销问题，

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伸出援手，爱心购买，解决菜
农的燃眉之急，卫辉市检察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践行了群众路线，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近年
来，该院在积极发挥检察职能的同时，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热心公益事业。每年定期组织开展文明
督导、交通劝导、义务献血、绿色环保、关爱留守儿
童、“青春同行”送温暖、助孤行动等志愿服务活
动，取得了良好社会效果。积极建立检企互动联
系机制，定期为企业制作不同的“法律套餐”，提高
法律服务的针对性，及时为企业发展排忧解难，受
到了企业及当地政府的一致好评。

（董水华 周红伟）

三项措施强化纪律作风建设

勇担社会责任 解决菜农困境

青年创客工作室 凝聚创新创效激情

南阳唐河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坚持四个注重，不断规范
执法办案行为、提升执法办案品质，效果良好。一是注重办案规
范制度建设。对初查、证据收集、同步录音录像、涉案财物处理、
律师及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保障等落实情况进行全面梳理总
结，查找办案中存在的不规范、不文明现象，并对职务犯罪案件
线索管理、侦查方法、办案安全等环节提出细化准则，将责任落
实到人。二是注重案件质量管理把关。采取承办人自查、部门
人员互查、部门负责人定期抽查等方法，对办案程序、执法规范
进行检查，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并及时整改。每季度把案件
内卷交由案管部门进行质量考评，认真听取案管部门的考评意
见。三是注重执法规范具体落实。一方面进一步强调传人有手
续，进入办案区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全面体检，讯问中医护人
员全程候诊，保障办案安全。另一方面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
实施审录分离、看审分离，保证录音录像和纸质讯问相互吻合。
四是注重案件信息公开工作。严格按照案件公开相关要求，及
时发布重要案件信息，方便社会公众监督职务犯罪办案工作，以
公开促进司法公信力提升。同时，全面审查终结性法律文书、重
要案件信息相关表述是否准确、公开程序是否规范。

（牛凌云 党捷)

“四注重”规范执法行为

日前，在国家旅游局公布“四个一
批”旅游志愿服务先锋名单中，内乡县
衙志愿者服务队荣获中国旅游志愿服
务“先锋组织”。

为发挥旅游志愿服务在推进文明
旅游工作中的作用，2016年 9月，国家
旅游局联合中国旅游报启动“四个一
批”旅游志愿服务先锋行动，面向全国
征集中国旅游志愿服务“先锋人物”

“先锋组织”“先锋项目”和“示范基
地”。内乡县衙自2005年开始组建了
志愿者服务队，经过多年不断壮大和
志愿服务制度及培训机制的完善，目
前已招募发展148名注册志愿者。这
些志愿者在景区免费为游客提供志愿
活动，受到游客广泛赞誉，不仅成为景
区一道亮丽风景线，内乡县衙志愿者
服务队也成为内乡志愿精神和城市文
明的一张名片。 （朱天玉）

内乡县衙获殊荣
“先锋组织”成名片

6月18日，旅行故事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联合旗下河南旅行故事旅行社有
限公司，在郑州举办旅行风向标论坛暨
旅行故事全球产品发布会，来自美国及
我国10个省份70多位旅行故事旅行社
合伙人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盛况。

当天上午，旅行故事品牌创始人
大鹏、河南旅行故事旅行社 CEO 李
蕙，以“悟境·香巴拉”为主题分别就旅
行故事品牌的创立与发展、河南旅行
故事旅行社运营、“心中香巴拉酋长旅
行故事部落酋长计划”等方面，对旅行
故事旅行社合伙人进行汇报分享。旅
行故事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致力于打
造一个无行业壁垒、无边界社交的平
台，这也是目前旅行故事的重要计划
——部落酋长招募计划，希望热爱旅
行的、有资源有圈子并且希望为企业
未来助力的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加入
这个行列。

下午，旅行风向标分享会邀请到
了北京墨非资本创始合伙人于波，知
名媒体人张健、台湾智慧旅游协会会
长吴惠恩作了精彩分享，每位分享嘉

宾对深度旅行、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
旅行传播新途径新希望等主题进行了
深刻剖析与讲解，也对大鹏先生的旅
行故事高度认可。

据悉，大鹏19年的户外旅行一直
坚信着一种香巴拉的存在，在旅行故事
品牌成立三年以来，除了他对旅行的热
爱，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内心的信
仰，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旅行中获得更多
的故事。旅行故事旅行社CEO李蕙从
事旅游行业28年，对旅行的热爱也是
从未放弃。相信两个旅行行业的老炮
儿能够携手将旅行故事品牌及旅行故
事旅行社运营得更加辉煌，让更多的人
开始一段有故事的旅行。 （张莉娜）

旅行故事产品发布现场

旅行故事全球产品在郑发布

开封清明上河园宋文化民俗表演引来游客如云 刘永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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