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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速递

本报讯（记者 何可 通讯员 韩心泽）民
间礼拜周公、天文爱好者测日影、群众千人
同吃夏至面……6月21日，是“二十四节气”
申报人类非物质遗产成功后第一个夏至
日，“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世界文化遗产
核心景区、中国“二十四节气”核心传袭基
地——登封观星台所在地登封市，举办了
民俗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的“二十四节
气——夏至登封‘测日影’系列传统文化活
动”，数万群众参与、彰显了当地传承节气
文化，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擦亮物
质、非物质文化双世遗城市品牌的自信与
决心。

2016年 11月 30日，“二十四节气”成
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被国际气象界誉为中国的
第五大发明。作为“二十四节气”的发祥地
和全国为数不多的双遗产县（市），登封免费
开放了观星台景区，编制了“二十四节气”保
护与传承规划，向全社会开展“我与二十四

节气”作品征集活动，编辑出版了《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国二十四节气》等
书籍，正在规划建设登封天文特色小镇，其
中包括“二十四节气”博物馆，二十四节气
电视纪录片即将拍摄。

本次系列传统文化活动持续两天。夏
至日上午，在观星台景区举行了中国七十
二候摄影展、二十四节气全国作品征集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示；中国素有

“冬吃饺子夏吃面”的传统，中午安排了观
看测日影、吃夏至面等传统文化活动。下
午，举行了首届“二十四节气”大讲堂，民俗
学与民间文艺学专家、中国民俗学会副会
长，国际史诗研究学会秘书长巴莫曲布嫫
等专家科普二十四节气文化。22日上午，
专家、领导等嘉宾还走访了美丽乡村北高
庄和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寺、嵩阳书院等。

由于“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二十四
节气”两个世界级文化遗产殊荣的获得都
与登封观星台密不可分，当天上午10点，世

界文化遗产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
遗成功纪念碑、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十
四节气申遗成功纪念碑揭碑，省政协党组
副书记、副主席张广智，中国农业博物馆副
馆长苑荣等领导、专家，与当地群众共同见
证了这一时刻。苑荣认为，“测日影”等系
列文化活动，有些是千年习俗的延续，是

“二十四节气”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悠
久节气文化遗产的重要标志。

登封观星台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创
建，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世界
上最著名的天文科学建筑物之一，1961年3
月 4日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3000多年前，周公姬旦在这里实
地观测划定了中国传统节气“冬至”“夏至”

“春分”“秋分”。公元1281年，郭守敬在这
里通过测日影，编制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
历法——《授时历》，登封观星台成为“二十
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
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定为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文化佐证。
据介绍，登封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

的是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实
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实施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开展“我
们的节日”主体活动，弘扬传统历法、节气，
使其有益的文化价值嵌入百姓生活。登封
将充分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发展文化旅
游，引导游客在文化旅游中感知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推动休闲生活与传统文化融
合发展，培育符合现代人需求的传统休闲
文化，加快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示
范工程，建设世界历史文化旅游名城，打造
以少林功夫为特色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据
了解，登封将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文化交流合作，让国外民众感知中华文化
魅力，今后将把夏至日确定为“二十四节
气”非遗纪念日，每年都要在夏至日举办纪
念活动,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积
极贡献。8

本报讯（通讯员 王天朗 阎立）6月 16日党员活动日，
二七区人和路街道以“迎七一，讲党的故事，立足岗位作贡
献，献礼十九大”为主题举办微党课比赛。这种微党课的
开展，促进构筑一个形式喜闻乐见、内容接地气的党员教
育新阵地。

微党课小平台活形式，小载体大容量。在讲课时，有的
讲一则故事、有的朗诵一首诗歌、有的谈了一段影片观后
感、有的则开口唱红歌、有的还从一张照片说起，微党课时
间短、内容新、形式活。微党课虽然时间都在6分钟以内，却
包含了大容量。内容远至长征精神近至身边榜样力量，与
传统党课相比，参赛选手更是立足街道工作，源于工作实
践，少了些说教，多了些感染，切入点虽小却更贴实际，切实
使丰富的理论知识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普及和深化。

微党课小故事大道理，小舞台大作用。“多了形象生动
的事例，让党员将身边人事迹加工成朗朗上口的‘微故
事’，使‘大块头’的党课变为‘短、平、快’的宣讲，为这样的
党课形式创新点赞！”这次活动发起者，机关党支部书记陈
明霞告诉我们。“微党课时间上快捷、效果上实在，实现了
党员教育与时代特点的有机结合，同时能有力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深入开展。”担任评委的办事处主任魏辉利
介绍。8

以工业见长的巩义发力建设“特色
小镇”，正是看中了旅游带来的前景。

市委书记袁三军说，巩义资源禀赋
优越，区位优势明显。当前正围绕地区
副中心城市建设，强化“4+4+2”重点工
作推进机制，按照“主攻二产，突破三产、
优化一产”的思路，树立全域旅游理念，
开阔视野，提高站位，以理念的创新和机
制体制的变革，引领旅游业从单打独斗
向合作发展转变，积极探索培育新的增
长点。特色小镇建设正是实现“旅游突
破带动三产发展”的有力抓手。

专家指出，推进“特色小镇”建设，是
巩义转型升级谋求创新发展的神来之
笔。“特色小镇”既是高端要素集聚的平
台，也是产业创新升级、拉动有效投资的
发动机。不仅带来就业岗位的增加，带
来群众收入的提高，还将带来创业创意
的集聚，带来整体环境的提升，综合效益
不可估量。

通过强化土地、政策、资金等要素保
障，筑巢引得凤凰来，广州广之旅集团、
大唐西市集团、杭州绿城集团、正商集
团、民安置业等众多知名企业纷至沓
来。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特色小镇”项
目，正在形成巩义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如今，更多的村镇主动挖掘当地的
旅游资源，进行包装整合打造。巩义市
旅游突破领导小组提出，全市上下要统
筹考虑谋划，坚决不能各自规划，不能单
打独斗，闷着头发展。特别是今后各镇
进行旅游招商时，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要与整体相协调，围绕全市整
体布局来安排。

一张“特色小镇”的建设宏伟蓝图徐
徐展开。自2017年起，巩义推出七大旅
游集群招商项目和17个专项招商项目，
推进16个、总投资近90亿元的旅游综合
开发项目,实施 13 项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到 2019 年，初步建成竹林温泉小
镇、嵩顶冰雪小镇、康店明清古镇、河洛
戏曲小镇、站街诗瓷小镇、鲁庄书画艺术
小镇、奥体小镇等一批特色旅游小镇，形
成南部山区养生度假区、嵩顶综合旅游
度假区、伊洛河休闲观光产业带、黄河湿
地生态休闲公园等知名旅游度假区，创
成1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3至4个4A
级景区，提升品牌竞争力，发挥对旅游产
业的带动作用。

巩义还加快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
服务功能完善，进一步强化与郑州的交
通联系，确保郑州市民一小时内能到达
全市所有景区，着力打造郑州市民休闲
度假后花园和中原地区重要的旅游集散
中心。8

二七区人和路街道

微党课构筑党建新阵地

巩义结合山水风情巩义结合山水风情 瞄准旅游前景瞄准旅游前景

““特色小镇特色小镇””如珍珠般散落如珍珠般散落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擦亮双世遗城市品牌

登封夏至日系列活动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本报记者 何可

这里，有的远离都市，有的近在都市
旁边，或处清幽的山谷，或有蜿蜒的溪水，
或可聆听古寺晨钟，或能推窗见山……一
个个富有活力的特色小镇,如珍珠散落
大地点缀着巩义的发展愿景图。

既有钟灵毓秀的自然人文景观，又
有厚重的历史积淀，处在转型升级的关
键时期，巩义不走“寻常路”，做好“山水
文章”，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实
践经验凝聚在特色小镇建设中，为巩义
旅游突破、新型城镇化提升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推进三次产业融合绘就了发
展“路线图”。

6月13日，香港联交所上市企业——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与巩义市政府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围绕青龙山慈云寺
景区进行深度开发，打造融创慈云小镇、
融创产业新城，总投资达450亿元。

深山藏古寺，是对青龙山慈云寺的
真实写照。位于巩义大峪沟镇的青龙山
慈云寺景区是国家3A级旅游景区、全国
文物保护单位，素有“释源”“祖庭”“华夏
作寺之始”之誉，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

“二老”、唐僧等形象皆来源于此。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于

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涉猎地产综合开发、
旅游资源开发等多领域的知名企业，位
列最具发展潜力的房地产企业前十名。
董事会主席孙宏斌说：“我们将投资450
亿元，通过基础设施升级和景区品质提
升，对青龙山慈云寺景区品质进行全面
改造，打造成为5A级景区，在青龙山慈
云寺景区辐射区域建设‘山、水、禅’为一
体的青龙山慈云寺景区品质提升项目。”

不仅建设慈云小镇，融创公司还在
中原西路沿线开发建设中原西路产城融
合项目，通过与智能装备制造园的互补
互动，开拓巩义智造新领域，推动巩义市
工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

大峪沟镇党委书记刘亚涛告诉记
者，双方经过九轮谈判最终签署合作框
架协议，用时仅两个半月。这体现了双
方合作的诚意和只争朝夕的巩义速度。

地产界的大咖缘何青睐巩义？孙
宏斌在签约仪式上说：“巩义悠久的人
文历史和优良的自然禀赋，深深吸引了
我。尤其是巩义市决策层以理念的创
新和机制体制的变革，引领旅游业从单
打独斗向合作发展转变的做法，十分令
人敬佩。”他表示要携理念、人才、人脉、
资本优势，积极投身到巩义的旅游突破
中来。

空中俯瞰巩义，1041平方公里土
地，犹如大鹏展翅。摊开巩义的发展
规划图，竹林温泉小镇、嵩顶冰雪小
镇、康店明清古镇、河洛戏曲小镇、站
街诗瓷小镇、鲁庄书画艺术小镇、奥体
小镇……如钻石般镶嵌在巩义的发展
格局之中，熠熠发光。

随着慈云小镇的签约，目前已有
七座“特色小镇”花落巩义。签约投资
额超过1200亿元。

初夏的竹林镇长寿山景区，比往
年更加热闹。山下一座青砖褐瓦的风
情古镇里，游客熙熙攘攘，这里不仅有
民俗演艺、手工作坊、特色小吃，还有
非遗展示、民宿客栈、酒吧慢生活……
风情古镇从去年12月底开工建设到4
月 29日试营业，仅用了133天。给这
一区域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正商集团投资的西山小镇，从郑
州西四环开车仅需 20分钟车程。项
目计划总投资 300亿元，致力于打造
郑州市民休闲度假“后花园”，集旅游、
观光、疗养、休闲、餐饮、文化、娱乐于
一体；石窟文化产业园，深度挖掘石窟
文化、河洛文化旅游内涵，完美再现盛
大的帝后礼佛场面，打造佛禅养生休
闲区、石窟艺术游憩区、综合服务接待

区和石窟文化保护区。
水道口养生文化旅游小镇，以悠

久的汉文化历史和自然生态资源为依
托，规划建设的特色养生文化旅游小
镇；充分发掘巩县老城历史文化资源，
站街镇老城村民俗文化度假村产业园
将重现老城古风古韵，打造一个集精
品民宿、休闲观光游、生态农业旅游于
一体的新亮点。

从焦桐高速涉村口向南行，一条新
修的水泥道沿着山沟向深山处蜿蜒，由
岩石筑成的一幢幢石窑别具一格，散布
在沟壑两边，房屋四周，核桃、灌木、洋
槐等枝繁叶茂。记者随意走进一圈石
窑，屋内收拾得十分干净利落。

这是巩义市涉村镇北庄村。改造
后的石窑小镇组成了“石居部落”，乡
村民俗“星级窑洞”、民俗文化广场、创
客培训中心、农家乐服务……给这个
大山深处的小镇带来了大量周边游
客，人们通过体验石窑人家的生活，感
受到地方文化的魅力。

“一镇一特色”“一镇一景观”，巩
义围绕旅游突破这一共同点，打破镇
域区划界线，注重旅游资源的开发、文
化内涵的挖掘和品牌打造，串起了巩
义旅游的“项链”。

1│千年古刹
引来发展新机遇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冯刘克）6月18日，由郑州市扶
贫开发办公室主办，河南鑫山实业有限公司党委承办的郑
州市精准扶贫试点基地在凤凰建材城揭牌。这一试点基地
将依托凤凰城生活超市，为贫困户的农产品销售建立渠道。

当天，郑州市中牟县豆腐刘村驻村第一书记崔照波与
河南鑫山实业有限公司签约，豆腐刘村的新鲜蔬菜将全部
对接供应凤凰城生活超市，首批直供的15吨大蒜、洋葱和
土豆已经摆上货架开始售卖。下午，首批蔬菜的货款3.1
万元已经发放到豆腐刘村的20多家贫困户中。

作为民营企业的党建品牌，河南鑫山党委以凤凰城生
活超市为载体，搭建“精准扶贫”平台，做好贫困农户和城市
消费者的产销对接，以实际行动助力“精准扶贫”，实现了“服
务市民，富裕农民，城乡一体，共同扶贫”的多赢目标。8

郑州市
精准扶贫试点基地启动

2│“特色小镇”建设方兴未艾

3│“特色小镇”
助力巩义旅游突破

风情古镇游客熙熙攘攘

暑假期间，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在园区设置了跑男同
款的撕名牌游戏。据悉，6月16日《奔跑吧》8位跑男及4
位重磅嘉宾空降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共同开启了一段精
彩欢乐的游乐园奇遇记 8

本报讯（郑州观察记者 杨凌 陈冠男）6月 23日，一场
别开生面的“开放论坛”在郑州宇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举
行。本次论坛的主持人是宇通客车海外营销部部长任宏，
参与论坛的则是60余位省内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

2016年，宇通海外市场出口 7300余台，车辆发往法
国、英国、以色列、委内瑞拉、古巴、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
亚等国，行业出口量占比37%，行业出口额占比35.2%，均
位居中国客车行业第一。

在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的倡议下，各行各业都面
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作为本土企业中的一员，宇通公
司认为有责任把数十年来海外发展中积累的管理经验分
享给社会各界，促进企业间管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为河
南企业在“一带一路”东风下的新繁荣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宇通客车总经理助理、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孙希顺
表示，宇通“社会开放日”是宇通集团公益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从2007年开始已连续举办了21届，希望能够通
过搭建企业界的管理经验交流平台，共促区域经济发展。

此次论坛以“宇通客车‘出海记’”为主题，主要介绍宇
通客车出口海外的经验，现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来自
各类企业的负责人就公司在“一带一路”政策下如何发展
互动交流，畅所欲言。管理者们还兴致勃勃地参观了宇通
工业园，近距离体验了宇通在产品设计、制造、工艺等方面
的优秀价值基因。

郑州万达迈科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张明行总经理表示：
“我们企业就是专门做海外业务的，本次分享实用性非常
强，给我很大启发。市场上像这样的很多交流偏重于理论，
像宇通公司这样基于企业实际出发的沟通，太宝贵了！”

据悉，迄今已有600余家企业的1300余名管理者在宇
通“社会开放日”里和宇通人共同探讨、深入交流，为加快
中原发展贡献力量。8

宇通举办
第二十一届开放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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