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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郑祎歌

对弈白云之巅，再展围棋风采。
记者从11月 15日在北京召开的

“第三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
新闻发布会”获悉，作为国内等级最高、
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大赛、本届棋圣战
将于12月初在中国棋院启动。本赛将
决出1名挑战者，与上届冠军周睿羊相
聚洛阳白云山，展开巅峰对决。棋圣战
最终的冠军将获得80万元奖金，亚军

的奖金为20万元。
据悉，本届棋圣赛由中国围棋协会、

河南省体育局、洛阳市人民政府主办，河
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洛阳市体育
局、嵩县人民政府、洛阳市棋类协会承
办，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独家冠名。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王汝南说，洛
阳白云山杯棋圣战是向中国所有职业
棋手开放的国内顶级大赛，并采用全
新的梯级上升赛制，既尊重顶级明星
棋手的地位，又为普通棋手提供了上
升机会。本赛事的预选赛、入围赛、资

格赛和本赛前两轮在中国棋院举行，
半决赛、挑战者决定赛和挑战赛将于
2018 年夏天在洛阳白云山景区举
行。届时，中国围棋棋圣将喜聚“中国
最美的地方”，“白云之上·伏牛之巅”
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2015年、2016年，洛阳白云山已
成功举办了两届“洛阳白云山杯”围棋
世界冠军邀请赛，积累了承办高端围
棋赛事的经验，为第三届“洛阳白云山
杯”中国围棋棋圣战的成功举办打下
坚实的基础。

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是世界地
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
林公园,被誉为“人间仙境”，是一个集
山地度假、休闲养生、文化演艺和旅游
地产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度假区。

嵩县县长宗玉红表示，此次中国围
棋棋圣战牵手洛阳白云山，必将打造
“围棋+旅游”的经典品牌，实现围棋
文化与嵩县自然风光的绝妙结合。

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战
火重燃，究竟谁能问鼎白云之巅，万众
拭目以待。

11月20日，清明上河园首个智慧
旅游产品、全国首创宋文化主题定制
微信购票正式上线。从今往后，游客
无需带钱包，便可随时买票游园，标志
着清明上河园从此迈向了智慧景区建
设的高速路，开启了云生态智慧景区
新时代。

清明上河园牵手腾讯公司打造全
国首个云生态智慧景区，是传统文化
与新兴互联网的一次深度融合。而宋
文化主题微信购票，则是“互联网+”与
宋文化首次亲密互融的结晶。

清明上河园宋文化主题购票 IP
与传统微信购票不同，整个智慧产品

突出宋文化主题定制，以《清明上河
图》为蓝本，将北宋汴梁繁华之景以画
卷形式活灵展现，无论从风格、色彩和
门票内容上都切合了景区的气质。

此外，清明上河园景区的微信购
票除可购买门票外，还在河南景区率
先推出了《大宋·东京梦华》演出票、夜
游票、《大宋·汴河灯影》游船体验券等
景区全票种购买服务，让游客彻底告
别排队烦恼。同时还打通了线上线下
微信支付体系，线上可通过微信公众
号、线下通过扫描二维码一键实现预
定、转赠、入园、退票等功能。

（姚亚彤）

□本报记者 朱天玉

11月13日，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对外发布消息，河洛印象地——卫
坡古村落文化旅游区、孟津县凤凰山
田园综合体、洛阳会盟银滩生态园、栾
川县朱家村高山渔村4个单位被认定
为首批“洛阳市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
地”。

今年，洛阳市启动乡村旅游创客
行动，在2017年至 2019年 3年内，将
创建10个至 20个市级乡村旅游创客
示范基地，引导支持大学生、专业艺术
人才等各类创客投身乡村旅游，推动
洛阳市乡村旅游提档升级，进一步提
升洛阳全域旅游品牌的影响力。

近年来，随着建设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的步伐不断加快，洛阳市深入实
施“旅游+”战略，创新旅游产品和旅游
业态、丰富旅游产业元素，一幅发展全
域旅游的画卷徐徐拉开！

漫步在八里·唐文创小镇，破旧的
老厂区变成了集文化创意、创业培训、
运动休闲等于一体的文创小镇，展示
着洛阳历史文化、工业遗产、时尚创意
等。在文峰塔非遗文化产业园，不仅
能看到焕发新光彩的文峰塔、古城墙
遗址等古迹，还能欣赏数十种非遗演
出、展示项目。

汝阳县按照全域旅游思路开发五
大旅游产业板块，引领全民参与全域旅
游开发;宜阳县提出以“一带一区五园”

为主线，推进“休闲宜阳”建设；《武则
天》《功夫诗·九卷》等旅游演艺项目引
人入胜;田园采摘、生态垂钓等农业旅
游项目游人如织;万安山航空飞行营
地、汝阳县大虎岭户外活动基地等体
育旅游基地、营地越来越多;东方红工
业游、新安县有生工矿游等工业游景
区日渐升温……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洛阳
旅游业迎来发展黄金期。站位全局，
洛阳市将“全域旅游”确定为新时期洛
阳旅游的发展战略，加快由“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如今，洛阳旅游正从以往的景区、
乡村旅游等“点”上的开发建设，转变为
旅游目的地“面”上的规划建设。去年

以来，栾川县、嵩县、孟津县、洛龙区先
后入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
单。目前，洛阳机场已开通至北京、上
海、海口等城市的11条国内航线及至
曼谷、大阪的2条国际航线。年底前将
陆续开通至贵阳、济南、天津、长沙等城
市的直飞航线,加速洛阳全域发展。

洛阳市正以全域旅游为引领，推
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实现全市旅游产业
发展由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由观光
经济向休闲度假经济转变的良性局
面。旅游业态日趋多元化、基础设施
逐步完善、全域旅游蓬勃发展……洛
阳，正以坚实的步伐，朝着国际文化旅
游名城的目标阔步前行!

郑州的桥有很多，然而令我久久
不能忘怀的，却是我的第二故乡新郑
的那几座桥。

夜幕正好，置身于轩辕文化湿地
公园的斜拉大桥上，放眼望去，皓月当
空，两岸灯火交相辉映，把大桥装点得
璀璨夺目。“古城如画里，夜晚望晴
空。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这应
是它“醉美”的时候吧。为了用镜头表
达对桥的热爱，我冒险携机翻越桥栏，
在桥沿谨慎地架机、取景、构图，用长
时间曝光和仰拍的方式拍下了它唯美
壮观的时刻。看！那闪亮的斜拉钢
索，正如竖琴上的根根琴弦；来往的车
辆，犹似跳动着的音符。你若能听懂
它的天籁之音，定可感知新郑人民那
博古通今的睿智与聪慧。

翌日凌晨，我来到新郑西郊的西
城大桥。旭日冉冉升起，暖暖阳光柔
顺地洒在了大桥的顶端，把“西城大
桥”四个烫金的大字映衬得熠熠生
辉。正当我顺光取景构图，准备摁动
快门时，忽然从桥的西边漫卷而来一

团浓浓的云雾，拦腰吞噬了西城大
桥。斜拉钢索若隐若现，顶端却如海
市蜃楼，清晰可辨。刹那间，连桥面的
人与车都变得灵动起来，仿佛自己误
入了“世外桃源”。我激动地频频连
拍，久久不愿把目光移开。等我回过
神来，已是云开雾散了……此时此刻，
怎能不让人想起骆宾王的那首《畴昔
篇》呢？“云气横开八阵形，桥形遥分七
星势。川平烟雾开，游戏锦城隈。”可
谓诗应景，景映桥啊！

刚走过双洎河畔，又漫步在中兴
路大桥上。朗朗晴空下，上百根中国
红支柱擎起银白色波浪形的桥栏，彰
显着它生机勃勃的强劲之势，这不正
喻示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理
想信念的追求吗！

中原美桥万千座，情系小康尽你
我。勤劳朴实的新郑人民正胸怀壮
志、阔步向前，充满信心地搭建着通向

“一带一路”，实现强军梦、中国梦的宏
伟桥梁，祝愿我的故乡新郑明天更加
灿烂辉煌！ (侯群华)

桥上车马发，桥南烟树开。青山斜不断，迢递故乡来。
——题记

11月 12日，2017 红旗渠文化节
开幕式在红旗渠纪念馆举行。与会人
员共同参观了红旗渠纪念馆以及红旗
渠精神摄影展，一块块石头、一张张图
片、一根根绳索等，带领大家走进了一
个热血沸腾的修渠世界。

林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献
青表示，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精神财富，是中国文化在林州地域
的生动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
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已

经融入百万林州人的血脉和灵魂，一
代又一代林州人高扬精神旗帜，谱写
了“战太行、出太行、富太行”三部曲。

据悉，红旗渠精神中所蕴含的民
族精魄是我们宝贵的财富，展现出林
县人民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自强不息
的顽强意志。红旗渠精神滋养了太行
山下的众多企业家，他们艰苦奋斗、锐
意进取，为红旗渠精神的传播和弘扬
作出了巨大贡献。

（于正华）

随着济源全域旅游蓬勃发展，以
“黄河鲤鱼”为代表的“济源味道”不仅
是各地游客“舌尖上的诱惑”，也日益
成为全域旅游的亮丽名片，助推着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成功创建。

近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2017中
法美食文化交流活动中，河南美食的
代表、济源黄河鲤鱼名宴走出国门、惊
艳欧洲餐饮界。在交流活动中，中国
济源豫鄂汇鱼宴名宴研发中心、“黄河
鱼宴”的创始人郭义大师的交流作品
《卢仝茶香鱼丸》一经亮相，赢得了海
内外美食家的一致赞叹。

时下,“为一餐美食，奔赴一个旅
游目的地”已成为潮流，美食作为旅游
体验的关键一环，重要性不言而喻。

郭义告诉记者，中国美食以色香
味俱佳而闻名于世、独步世界，中华
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大师的精湛技
艺让人叫绝。济源是“中国黄河鲤鱼
美食之乡”，目前创立了黄河鲤鱼美
食研发中心，将旅游资源与餐饮巧妙
融合，开发出锦鲤化龙、鲤鱼跃龙门、
愚公移山、卢仝烹茶等创新菜系，形
成独特的“济源味道”。济源豫鄂汇
立志打造“黄河第一鱼”，让济源味道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美食美景，共
融共生。

在本次交流活动中，法国米其林
星级厨师与中国顶尖厨师进行厨艺比
拼、切磋、交流，中西方饮食文化差在
碰撞中融合，在融合中互补。法国美
食界代表表示，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
深，期待着有吉祥寓意的“济源黄河鲤
鱼”早日走上法国人的餐桌。

（张莉娜 卫艳萍）

着力打造“围棋+旅游”经典品牌

中国围棋棋圣战决战白云之巅

为拉动河南旅游淡季市场，打造
旅游惠民平台，河南省旅游局顺应时
下互联网经济消费特点，结合网络双
11、双12全民购物节，联合同程旅游，
于11月11日-12月 12日期间重磅推
出“老家河南旅游粉丝狂欢月”活动。

活动期间，网友在同程旅游APP
客户端可以参加丰富的体验活动：在

“点亮心愿目的地，河南省旅游局邀您
1分钱游老家”活动中，游客在预热的

页面任选想要出游的产品，生成心愿
单，分享到朋友圈或者发送给好友，得
到好友的帮助，只需达到一定数量，就
可以1分钱畅游老家河南。“488元大
礼包”应用于国内游、景点门票、机票、
酒店、汽车票等产品。另外，还有万件
旅游产品特惠抢购。云台山、南太行、
太行大峡谷、嵖岈山等景区门票都将
以特惠秒杀的形式提供。

（高颖）

洛阳：全域旅游助推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王玉栋

11月12日，国家5A级景区、洛
阳老君山迎来它历史性的时刻。当
日9：55，来自重庆的游客刘小露购买
景区门票后，老君山景区正式宣布：景
区当年营业收入超亿元，提前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这是我省继少林寺、龙
门石窟、云台山、清明上河园之后，年
营业收入破亿元的旅游景区。

今年是老君山景区成立 10周
年，历经10年艰苦创业，景区完成了
从国有林场到国家5A级景区的炫彩
蝶变，也缔造了亿元景区俱乐部的新
传奇。这不仅是一位成功企业家的
战略抉择，更是在“栾川模式”创新发
展历程中，从“黑色”经济到“绿色”经
济的转型发展之路。

据悉，老君山的前身是国有林
业单位，2004年之后，景区陷入了
举步维艰、进退两难的境地。2007
年，民营企业家杨植森先生积极响
应栾川县“工业反哺旅游”的号召，
接手老君山国有林场进行改制。

10年来，景区累计投入10多亿
元进行深度开发。随着老子文化苑、
中灵索道、君山金顶道观群落等一大
批重点项目完成，呈现出大气磅礴的
5A级景区。10年来，景区员工从当
时的30多人，发展到今天500人的
职工队伍；年旅游收入从10年前的
不足30万元到今天成功迈入亿元景
区俱乐部，每一步都走得步履坚定。

据了解，近年来，栾川县坚持
工矿强县、旅游富县、生态立县、创
新兴县的发展战略，大力度扶持旅
游业发展。栾川县鼓励社会资本投

入旅游业发展，引进旅游人才、重奖
旅游工匠等，为旅游企业固本；成立
旅游警察、旅游巡回法庭、旅游综合
执法大队为旅游企业保畅；开展农
家宾馆“十个一”工程提高服务水平
为旅游企业提质；冠名“奇境栾川”
号高铁列车、开创暑期20天高速免
费活动扩大“奇境栾川”品牌影响力
为旅游企业引客。

“老君山提前实现年收入破亿
元目标，是奇境栾川‘全域旅游’发
展的又一里程碑，更是‘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有力证明。”栾川县
旅游工作委员会主任孙欣欣说。

立足新时代、迈向新征程。“峰
林仙境、十里画屏”唱响了一曲敢于
创新、助力“全景栾川”的恢宏赞歌，
正在奋力书写决胜全面小康，让中
原更加出彩的壮丽篇章。

洛阳老君山迈入亿元景区俱乐部全域旅游蓬勃发展

“济源味道”走出国门

清明上河园开启宋文化主题微信购票

“旅游粉丝狂欢月”掀起惠民热潮

11月 9日，全省乡村旅游提升
和旅游扶贫工作推进会议在信阳新
县举行。驻马店确山县老乐山景
区、永城市太丘生态民俗文化旅游
区等得到了全省旅游扶贫工作先进
单位的表彰。

老乐山是一座生态家园，堪称
最佳养生人居胜地，自然生态物种
丰富，漫山遍野绿色苍翠，也是一座
道教圣山，亦为道家福地。历史上
以“八宫两观一拜台”为代表的道教
建筑，引远近朝圣者前来登高祈福。

太丘生态民俗文化旅游景区位
于河南东部，苏鲁豫皖四省接合部，

与国家 5A级景区芒砀山毗邻。太
丘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现有景点7
处。景区将旅游产业定位为永城市
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最有条
件率先崛起的优势产业，把发展旅

游产业作为调结构、稳增长、富百姓
的重要抓手；把构建“北比芒砀山、
西看大吴圩”作为太丘镇旅游发展
新格局孜孜不倦的追求。

（于正华）

红旗渠文化节绽放巍巍南太行

乡村游 助脱贫 富百姓

驻马店确山县老乐山风光驻马店确山县老乐山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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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党为什么？入党以后干什么，
身后留什么？通过学习党章，我们要想
一想，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要经常
比一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我在单位像共产党员
吗 ？ 我 的 言 行 举 止 是 否 像 共 产 党
员？……”近日，卫辉市人民检察院党
组书记、检察长杨新平以“学习贯彻党
章 立足岗位尽责”为主题，用真诚朴实
的语言给全体党员干警上了一堂廉政
党课。关于如何加强党性修养，杨新平
检察长对干警提出五点具体要求：一是
加强政治修养，坚定理想信念；二是加
强理论修养，提高实践能力；三是加强
道德修养，提升精神境界；四是加强作

风修养，坚持群众路线；五是加强纪律
修养，恪守从检底线。“检察长给全体检
察干警讲党课，实际上就是党组履行全
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检主体责任的
体现，看似简单的一堂党课，其实讲的
就是党组发挥‘领头羊’作用，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凝心聚力，以‘关键少数’
引领‘绝大多数’。”听完党课后，该院
一名党组成员这样说。“杨新平检察长
的讲课，让我对坚定理想信念、自觉遵
守纪律、升华品德修养、爱岗敬业奉献
等内容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同
时，也更加明确了自身应当改进的问题
和努力的方向。”该院另一名青年干警
说道。 （潘国侠 周红伟）

南阳镇平县检察院通过不断拓展监督渠道,提供便利条
件,主动接受人民监督员的监督,提高司法公信力。通过邀请
人民监督员对自侦拟不诉案件进行监督提高公信力。在职务
犯罪案件拟作不起诉决定之前,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诉讼工
作。检察人员向人民监督员汇报职务犯罪案件从立案、到侦
查、再到证据收集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拟不起诉的理由及
法律依据进行逐一了解。通过邀请人民监督员参与“公众开放
日”活动强化监督。充分听取人民监督员对检察工作的意见,
及时向人民监督员通报检察机关的重大事项,让人民监督员更
加知晓检察工作的办案程序、执法要求、关注重点、注意事项,
便于人民监督员更好地行使监督职能。人民监督员通过亲身
接触检察工作,能够更加直观清晰的对办案过程进行了解,也
为其行使监督职能提供了充分的基础。通过搭建移动新媒体
平台为人民监督员提供便利条件。邀请人民监督员关注官方
微信公众号平台,实时更新检察工作动态、职务犯罪查办案件
信息、社会影响重大案件信息等让人民监督员第一时间对检察
工作进行了解监督。人民监督员也可以通过“双微”平台向检
察机关反馈监督意见,从而在移动新媒体搭建起双方沟通的便
捷桥梁,全面提高监督实效。 （邢景文 李丰翠）

镇平检察拓展监督渠道

开封鼓楼区发改委坚决贯彻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围绕全
面从严治党要求，严格落实管党治党
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围绕“把纪律和

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综合运用监督
执纪“四种形态”，推动标本兼治；加强
机关作风建设，打好作风建设攻坚战、
持久战。 （张宁）

近日，洛阳洛龙区白马寺镇纪委开展党的十
九大精神专题学习讨论会，集体交流学习十九大
报告精神的体会，并就如何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
落实好十九大精神作出安排部署。会议要求，一
要深入学习贯彻精神，通过集体学习、个人自学、
交流研讨、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形式，全面准确
学习十九大精神。二要不断提升政治站位，牢固

树立“四个意识”，从思想、政治、工作等方面贯彻
十九大报告精神，严格遵守党纪党规要求。三要
结合纪检监察工作实际，狠抓贯彻落实，持之以
恒纠正“四风”问题，强化党内监督，持续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四要将学习十九大精神与推进当
前工作相结合，迅速抓好专项整治、执纪审查、宣
传教育等工作部署。 （杨建国）

今年以来，长葛市司法局把改善民生作为
社会建设的重点，始终坚持把群众利益作为司
法行政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围绕
改善民生、维护民生、保障民生目标，研究制定
为民、便民、利民的具体措施，着力促进解决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据悉，该局切实做好律师工作，组织引导律
师和基层法律服务人员及时为群众解决土地征
收征用、城市建设拆迁、环境治理保护以及就业、
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民生问题。在公
证工作服务民生方面，进一步优化窗口服务，提
高公证服务实效。有效做好人民调解工作，进一

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效衔接
工作机制，加快矛盾纠纷应急预警体系、指挥体
系、处置体系、治理体系等建设，推动社会难点、
热点问题纠纷和群体性纠纷化解。在加强法律
援助工作服务民生方面，以“应援必援、应援优
援、援快援好”为目标，加强法律援助窗口和站点
建设，进一步降低法律援助门槛，扩大法律援助
范围，实现法律援助与民生需求的零距离对接。
同时，切实做好司法行政系统信访工作，认真落
实信访工作要求，认真负责处理每一次来访、办
理每一封来信，依法妥善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
维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 (范哲)

检察长为干警上党课

开封鼓楼区发改委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十九大精神 推动纪检工作开展

长葛司法局全面落实服务民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