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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 实习生
杨贵苗）8月 21日，记者从省商务厅获
悉 ，2016 年 全 省 餐 饮 业 实 现 收 入
2320.8亿元，同比增长12.7%，约占全
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七分之一，
总体规模居全国第四位，中西部首
位。今年上半年，全省餐饮业收入达
1307.2亿元，同比增长13%，高于全国
增幅1.8个百分点，与全国排名第三的
江苏省差距逐步缩小。

据不完全统计，全省重点餐饮连
锁企业已达 33 家，连锁品牌 500 多
个，销售额突破200亿元。去年，国内

最大的中央厨房产业园在原阳县建成
投产，总占地面积 1000亩，投资 25.8
亿元。截至目前，该产业园已有姐弟
俩土豆粉、阿利茄汁面、巴奴毛肚火锅
等36家企业入驻，有力促进了河南餐
饮连锁行业的标准化、规模化发展。

据悉，目前我省餐饮业有国家驰
名商标3家、中华餐饮名店84家、中华
老字号16家、河南老字号105家、豫菜
品牌示范店 18家。餐饮企业品牌建
设促进了企业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
升，为打造“河南服务”品牌提供了有
力支撑。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通讯员 李
艳 王玉栋）8月20日24时，为期20天
的“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
贫公益活动圆满收官，各项指标创下
该县旅游单次活动最高接待纪录。据
悉，栾川是全国首个举办此类活动的
县域旅游城市。

栾川旅游高速免费活动指挥部公
布的数据显示，20天时间内，近20万辆
7座以下（含7座）客车享受到了本次高
速免费政策，栾川接待游客111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7.57亿元，景区、宾
馆、饭店、商场、加油站等服务行业收入
大幅增长，创下栾川旅游单次活动最高
接待纪录。本次“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
费”旅游扶贫公益活动由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省交通运输厅、省旅游局、省扶
贫办、洛阳市政府联合栾川县政府共同
举办。自2017年8月1日0时至8月20
日24时，全国所有自洛栾高速栾川站、
重渡沟站下站的7座以下（含7座）客车
免河南省内高速公路通行费。③5

本报讯（记者 胡心洁 通讯员 杨
振辉 康帆）“景区旅游免门票、商场购
物给打折、乘坐公交不收费……没想到
政府会奖励我们这样一个‘大红包’，
今后我们要努力帮助更多的人。”8月
18日，在南阳市淅川县先进模范人物
优待证发放仪式现场，道德模范刘明
震在领到优待证后激动地说。

刘明震是“淅川爱心联盟”的发起
人之一。他带领爱心人士扶危济困，
被评为“淅川县道德模范”。像刘明震
一样，当天，共有156位先进模范人物
拿到了首批“优待证”。淅川县专门下
发文件，在政治上，他们可以担任各行
各业道德建设、行风评议监督员；在政
策上，人社、教育、卫生等部门在职称
晋升、子女上学、就业创业等方面给予
照顾、帮扶；在生活中，凭借优待证，可

以免费乘坐公交、免费游县内景点、免
费使用有线电视，每年免费体检一次，
购物时商场超市打折让利，贷款时农
信社提供免担保低息贷款。

“先进模范人物优待证的发放，体
现了县委、县政府和全社会对道德模
范等各类先进典型模范人物的尊崇和
礼遇，也是淅川县开展‘弘扬移民精
神、弘扬好家风家训、争做最美淅川
人’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化和巩固。”淅
川县委书记卢捍卫说。

作为全国移民大县、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核心水源地和渠首工程所在
地，淅川县先后搬迁移民近 37万人，

“大爱报国，忠诚担当”的移民精神在
这里发源。为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发掘淅川大地蕴含的正能量，
去年 9月以来，该县在全县范围内开

展“弘扬移民精神、弘扬好家风家训、
争做最美淅川人”活动，激励干部群众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该县组织“移民
精神”巡回宣讲，以县内移民民俗文化
馆、移民纪念碑林、南水北调移民文化
苑等为载体，对全县党员干部和中小
学生进行移民精神教育，同时开展了
千家万户说家风传家训活动。一时
间，城市乡村、学校商店、机关厂矿，一
批业绩突出、影响广泛、在各行业能示
范引领的先进模范人物被挖掘出来。
通过干部论坛、道德讲堂等形式，淅川
县让先进模范人物的事迹在全社会发

扬光大。
“每一个道德模范都是一面旗帜，

会引领更多的人崇德向善。”前来观看
先进模范人物优待证发放的老城镇初
中教师贾俊涛说，“模范人物的事迹触
动着我们的心灵，我们要学先进、赶先
进、当先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只有全社会关爱道德模范，让他
们找到优越感自豪感，才会凝聚更多
向善的力量。”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梁玉
振介绍，下一步，县里将把“好人有好
报”制度化、长效化，为建设水清民富的
新淅川提供更有力的精神支撑。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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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高看一眼 生活中厚爱一分

淅川让“好人”有“好报”
上半年全省餐饮业收入超1300亿元

“自驾游栾川·高速全免费”旅游扶贫公益活动收官

20天接待游客111万人次

8月19日，游客在宁陵县柳河
镇宋庄村采摘葡萄。今年，该村引
进种植的玫瑰葡萄喜获丰收，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采摘。种植葡萄让
农民亩均可实现收入2万多元，增
收有了新途径。⑨7 吕忠箱 摄

葡萄丰收
农民增收

焦作 文化新高地正崛起
□本报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彰显着城
市的精神力量，引领着城市的发展方向。

省委书记谢伏瞻在省第十次党代
会上提出，未来五年河南要打造“三个
高地”，其中“加快构筑全国重要的文
化高地”，把我省的文化建设提升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作为全省文物大市、非遗大市、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区，焦作
正肩负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
命，砥砺前行，一幅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
正徐徐展开，一片文化新高地正悄然崛
起。

“厉害”了“百姓文化超
市”，百姓成最大受益者

让文化活起来，百姓精神富起来。
“发展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

活动，推进‘百姓文化超市’等惠民工程，
加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构
建覆盖城乡、便捷高效的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焦作市委书记王小平在市
第十一次党代会上，为未来一个时期
群众文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和描绘
了愿景。

先来看一组数字：2016 年以来，
焦作“百姓文化超市”根据群众文化订
单需求，共送戏下乡 3600场次，送电
影下乡 2.8万场次，开展“舞台艺术送
农民”和“舞台艺术送基层”活动演出
450场，举办各类公益培训讲座 3200
场次，基层文化队伍发展到了5000多
个，受益群众达260万人次。

何为“百姓文化超市”？它是运用
互联网＋理念，搭建“自下而上、以需
定供”的服务方式，变“内循环”为“外
循环”。目前，“百姓文化超市”已建成
109个联络点，并将市图书馆、文化馆、
博物馆、文艺院团整合进来，实现了资
源大整合、大服务。

“百姓文化超市”有多“厉害”？自
2016年年初至今，它提供了更加精准
的公共文化服务，悄然改变着当地人的
文化生活方式，受到了中宣部、文化部、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的高度关注。

2016年 10月 26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
长刘奇葆在“河南焦作‘百姓文化超

市’精准惠民”（中宣部舆情局《信息专
报》第199期）信息上批示：“焦作的做
法很好。无论是推动基本公共文化服
务标准化均等化，还是文化扶贫，都要
在精准化上下功夫，整合利用设施资
源，创新服务方式，促进供需有效对
接，让群众用得上、用得好。”

同年11月 1日，刘奇葆在同第13
期新任县委宣传部长培训班学员座谈
时进一步指出：“河南焦作搞的‘百姓
文化超市’精准惠民，通过超市化供
应，菜单式的服务，订单式配送，实现
精准惠民。我觉得都是动了脑筋的。”

今年 6月 30日，文化部举办的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现场经验交流会
上，焦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贾书君
作了题为《建设“百姓文化超市”实现
精准文化惠民——基层公共数字文化
服务的新探索》的交流汇报。

贾书君介绍，“百姓文化超市”惠民
工程采用“超市化”供应、“菜单式”服务、

“订单式”配送的文化惠民模式，搭建了
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新平台，提供了
精准对路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激发了群
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作性，实
现了政府实效与百姓实惠的双赢。

7月 24日，新华每日电讯头版刊
发的《激发文化创造活力，向着社会主

义文化强国迈进》稿件中写道：“探索
‘按需制单、百姓点单’，河南省焦作市
实施‘百姓文化超市’惠民工程，‘超市
化’供应、‘订单式’配送精准惠民”，对
焦作文化工作充分肯定认可。

百姓无疑是“百姓文化超市”最大
受益者。它盘活了文化阵地，将文化
服务主动权和“遥控器”交到了百姓手
里，最大程度满足了百姓群众的文化
需求。

“本土化”文化创新，有
底气讲好焦作故事

文化创新如果离开对文化传统的
精研深磨，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文化事业、文化产业是地区综合实
力的重要体现，是建设美丽焦作的重要
内容。焦作市市长徐衣显认为，要凝聚
共识，探索创新，坚守文化阵地，讲好焦
作故事，繁荣文化事业，做大文化产业，
着力打造焦作文化新高地。

用本土人才，写本土故事，唱本土
戏曲，这样的文艺创作组合如今在焦
作很流行：

电影《刻在石磨上的勋章》讲述了
狼牙山壮士宋学义从部队转业返乡
后，淡化功臣光环，以为民、务实、清廉

的自觉行动，带领群众开启转变观念、
摆脱贫困、实现梦想的故事。

焦作作家樵声创作的长篇历史小
说《驴长老》，描绘了一幅怀川大地从
1906年到1949年40多年波澜壮阔的
历史画卷，唱响时代主旋律，以点带面
展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
个朴素的真理，具有很好的文学价值
和思想深度。

《韩愈》以焦作历史文化名人韩愈
撰写的《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为主
线，讲述了韩愈在唐贞元十九年（公元
803年）任监察御史期间，恪尽职守、不
畏权贵、为民请命、敢于得罪恩人的故
事，荣获了国家艺术基金2017年度大
型舞台剧创作项目资助。

《和谐胡同》以豫北某农村新农村
建设为背景，讲述了“不吃亏”大叔与邻
居“爱沾光”大婶因扩建院墙而发生争
执，副乡长循循善诱，向两家讲述当地

“仁义胡同”的历史故事和新农村发展
前景，终让“一线天”胡同变成能过汽车
的宽胡同，荣获了国家艺术基金2017
年度小型剧（节）目创作项目资助。

7月12日，由沁阳市怀梆艺术保护
中心排演的《曹瑾还乡》正式公演；第二
天，由孟州市曲剧团编演的现代曲剧
《嫂娘》完成首场彩排……如今，“传播

焦作好声音，讲好焦作好故事，树立焦
作好形象”，已成为焦作文艺工作者扎
根怀川创作文艺精品的精神指南。

文艺界深入挖掘本地文化资源，
创作不同风格、题材的剧本 50余部，
创作小戏、小品、曲艺类作品 100 多
个，彰显了本土历史名人风骨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焦作故事”。

7月 17日，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发布的《河南文化发展报告（2017）》显
示，焦作区域文化竞争力全省综合排
名第三，比肩郑洛。

寻找文化之根，重燃文化传统之精
神火炬，同时在传统基础上大力推动文
化创新，成为焦作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
之路。

做好“文化+”文章，文化
自信灵魂回归

从物质层面讲，只有将文化资源赋
予文化创意，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文
化产品、文化产业，才完成了文化的过程。

文化的事业产业双重属性，决定
了文化的双重任务。在做好文化事业
的同时，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推动社
会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文化事业发展收获不断：沁阳市、
孟州市、修武县、解放区是全国文化先
进单位，武陟县、温县、山阳区是全省
文化先进县；2016年，焦作被文化部
全国公共文化发展中心确定为基层公
共数字文化服务推广项目试点单位。

文化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涉
及当阳峪绞胎瓷、李封天目瓷、温县陈
家沟太极拳、沁阳盆窑黑陶、沁阳大
漆、黄河澄泥砚、山阳刺绣、“四大怀
药”、庙宇等本土历史文化。

打造龙头企业、优质品牌，推动文
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施文化产业

“双十”工程，大力发展骨干文化企业，
加快重点文化产业园建设，推动文化
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这
是焦作在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方面
一直坚持的“路子”。

做好“文化+”文章是做大焦作文
化产业的关键。

焦作加强了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和示范园区建设的指导力度，出台了“文
化+旅游”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推动了文
化产业与科技、旅游、城市建设等相关产
业融合发展，规划了大沙河文化产业园、

寨卜昌村文化旅游园区等多项文化旅游
园区，建立了文化产业项目库。

文化繁荣的标志是有大师和大
作。没有大师就没有大作，大作是大
师精心创造的结晶。

焦作有省级“四个一批”人才8名，
居全省前列；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
承人13名，市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
人290名，县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567人，非遗各项保护工作居全省前
列。

温县陈家沟的太极拳享有盛名。
温县围绕太极文化做文章，深度发掘名
拳、名水、名寺、名人、名药等历史文化资
源，正推动成为国内外太极拳的人才培
养高地、文化传承圣地、康体养生福地。

即将举行的“一赛一节”，将打造
成为“国内顶尖、国际一流”的“世界太
极大会”，叫响“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
地”品牌，将植入更多的“焦作元素”

“焦作文化”“焦作形象”。
文化传承创新，彰显着怀川焦作

的文化自信，吹响了怀川大地文化繁
荣发展的集结号。

如今，在怀川大地，无论城区还是
乡村，阵阵文化新风拂面而来，处处是
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气象，城乡居民共
享发展带来的累累硕果。文化新高地
的焦作，正在崛起！

通过“百姓文化超市”网上平台点
播自己喜爱的节目

群众自编自导现场舞蹈《幸福微笑》

历史剧《韩愈》演出剧照

本报讯（记者 任国战 通讯员 杨
之甜）8月 21日，安阳市 2017年第三
次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该市第二
人民医院新院址举行。此次集中开工
建设 49个重大项目，总投资 184.2 亿
元。

在本次集中开工的项目中，超亿
元项目有 19个，投资 6.6 亿元的林州
重机锂电池项目是其中投资额最大的
项目。当天，开工仪式在林州、内黄等
县区设立的开工分会场同步进行。

今年以来，该市积极适应大气污
染防治新要求，在满足“八个百分之
百”的前提下，督促项目加快建设，逐
步形成大气污染防治和项目建设协同
发展的新局面。1至 7月份，全市200
个省市重点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336.6
亿元，占年度目标的72.1%。

当日集中开工建设的重大项目，
今年计划完成投资 55.9亿元，涉及产
业转型、基础支撑、民生保障等方
面。③6

安阳49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