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特色旅游新模板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李宗宽 王雪娜

又是一年好春光，古都洛阳迎来一
年一度牡丹文化节。

3月25日，恰逢周末，从洛阳老城区
洛邑古城到伊滨区倒盏村，再到孟津卫
坡，景区各处人流攒动，延续今年春节期
间的火爆，也为洛阳全域旅游提供了最
生动的注脚。

数据显示，仅今年春节 7天假日期
间，洛阳市共接待境内外游客262.31万
人次，同比增长 26.81%；旅游总收入
15.87亿元，同比增长28.5%。跳出“门
票经济”，新时代的洛阳旅游呈现新格
局。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说，要
站在全域旅游高度，做好文化旅游产业
顶层设计，推进产业升级，加快由“门票
经济”向“全域旅游”、由“旅游城市”向
“城市旅游”转变。

走进新时代，人民群众从“物质文化需要”
转向“美好生活需要”，从单纯观光到全域旅游，
从“到此一游”到“深度文化体验”。

随着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步伐不断加
快，洛阳市不再满足于依赖龙门石窟、关林、白
马寺文化旅游“老三篇”，而是积极创新发展思
路，深入实施“旅游+”战略，创新旅游产品和旅
游业态。围绕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体系，着力打
造博物馆之都、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等精品
旅游景区和线路，加快实现洛阳文旅由“老三
篇”向“新三篇”转变。

春节期间，旅游接待量爆发点出现在倒盏
民俗文化村、卫坡古民居、洛邑古城、老城古街、
二程文化园等主打民俗的景区。例如，倒盏民
俗文化村举办的“倒盏民俗村新春庙会和年货
市场”，不仅门票免费，还通过“知青点”“袁家茶
楼”“安乐寨”等古色古香的建筑，配以民俗庙会
背景，让游客仿似穿越时光，感受民俗文化，遍
赏传统技艺。伊川二程文化园景区推出“宋风、
宋韵、宋梦、宋潮”为主题的新春庙会，抛绣球、
踢蹴鞠、饮黄酒、品大碗茶等民俗活动精彩纷
呈。游客在感受浓浓年味的同时，丰富的活动
内容和游玩项目，大大刺激和引导游客进行消
费，直接带动景区消费经济增长，突破门票经济
的束缚，对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目前，洛阳正在加快建设“博物馆之都”，深
入挖掘洛阳特色文化资源，把历史活化为故事、
把资源转化为优势，推动文化、文物与旅游、科
技、体育、创意等深度融合。打造文脉传承新地
标，已拥有各类博物馆 66家。留住老洛阳的

“底片”，建好新洛阳的“客厅”，博物馆群已成为
古都洛阳的文化新地标，成为洛阳“全域旅游”
绽放新时代的“文化牌”。

千年古都洛阳城
全域旅游开门红

全域旅游的落脚点，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真
真切切的获得感上。

近年来，洛阳以创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旅
游+惠民”，成为特色旅游新模板。“国家文化
消费试点城市洛阳市文化惠民消费月”活动，
通过文化惠民电子消费券等形式，发放惠民补
贴资金共 300万元，广受好评。汉光武帝陵、
龙马负图寺、王铎故居、平乐牡丹画第一村等
旅游景区在春节期间，对全国游客免门票，汝
阳恐龙地质公园门票半价，小浪底、西霞院实
行60岁以上老人免票政策……一系列惠民措
施提升了洛阳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达到了

“旅游+文化+惠民”的最佳融合，实现了多赢
格局。

3月22日，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推
介会上，洛阳市市长刘宛康表示，今年的牡丹文
化节力抓“以节惠民”，在完善“旅游年票不受
限、部分公园不收费、社会车辆不禁行、餐饮住
宿控涨幅、环城高速豫C车辆免费通行”等惠民
政策基础上，新推出“文化消费有补贴”政策，通
过实施“5+1”惠民政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花开新时代，开启新征程”，征程万里风正
劲，重任千钧再扬帆。如今，古都洛阳正打造全
域旅游的华丽升级版，让洛阳“气质”更好、“颜
值”更高，一幅山水为径的发展画卷正在洛邑大
地上徐徐展开。6

共赏牡丹花城新风采

3“惠民+”

激发传统品牌新活力

作为国家首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之一，洛
阳着力推进游客服务智慧化、旅游企业经营数
字化、旅游部门管理智能化等“互联网+旅游”
建设，智慧旅游发展步伐走在全省前列。

扫二维码就能享受全程语音导游，微信购
票扫码入园省去排队之苦，重要景点3D全景展
示……目前，龙门石窟“互联网+智慧景区”平
台已搭建以“4大平台、7大板块、22个产品系
列”为基础的“互联网+龙门”智慧景区架构体
系，通过“刷脸入园”结佛、微信支付送红包、龙
门幸运漂流瓶、最美全家福等智慧化手段，让游
客体验智慧龙门，感受旅游便利。

3月12日，在“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服务
系统”河南试点落地的新闻发布会上，龙门石窟
景区的“互联网+智慧景区”大放异彩，古老的
龙门石窟通过引入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已经
成为国内智慧景区的典型代表。

“有了云计算和大数据的龙门石窟,可以根
据游客来源、消费习惯、个人爱好等,个性化地
推荐学习书法游、少年科普游、亲子游、自然山
水游,‘活’起来的龙门正逐步实现游客从‘观
光’到‘体验’的转变。”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
园区管委会主任于迎说，“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
为龙门石窟提供了服务游客的连接器。3年
来，龙门石窟利用互联网连接了景区所有生态
体系，让游客通过一部手机享受游前、游中、游
后全过程全方位全景式的旅游服务。”

倒盏民俗村新春庙会 古色古香的丽景门

上阳宫举办盛唐文化节，精心打造唐风文化支点

八里唐文创小镇举办星际童话嘉年华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这么多年了，高娃儿给俺西高村做的好事
可太多了。”提到高留斌，远近的父老乡亲总是要
夸耀一番，这西高村土生土长的“好后生”。

1959年1月，高留斌出生在洛阳市西高村的
一个农家。初中毕业后，高留斌就独自外出打
工。多年的闯荡与历练，让他下定决心，回到家
乡，要干点大事。从生产出第一台农用机动三轮
车的自家院，到成立年产30万台规模的河南北
方永盛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从农村出来的董事
长高留斌始终不忘初心，凭诚实守信的经营原则
打开了自己的事业，靠孝老敬亲博得乡里美名。

“以孝为根、以德为魂、以诚为本、以善做人”，
高留斌的为人观念，也是他的治厂理念。“做企业，
要先学会做人，人做好了，产品才能让消费者放
心。”3月23日，在李楼镇西高村河南北方永盛摩
托车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高留斌对记者说。

办公楼二楼“孝”文化墙上，“德孝立企，产业报
国”“在家孝敬父母、在公司遵守制度、在社会上多做
好事”……诸如此类51块德孝文化宣传牌尽收眼
底。同时，高留斌对创业22年来的发展史和自身多

年的经历，所思所想及经验感悟进行凝练总结，形成
了《北方永盛德孝三字经》《劝善歌》《劝孝歌》等一系
列文章和以真人真事取材拍摄制作的《永盛之道》，
成为公司员工在工作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准则。

德孝浸润，开出孝道之花。公司员工何红涛为
满足75岁的父亲渴望旅游的心愿，6年来每逢假期
就带父亲出游。因父亲晕车，何红涛就用一辆摩托
车当交通工具，行程十几万公里，在中央电视台一
套栏目《开学第一课》播出后，被传为佳话。

公司党支部建设工作同样如火如荼。从2000
年被批准建立公司党支部时的几名党员，到如今发
展壮大的中共河南北方永盛摩托车有限责任公司
总支部委员会，屡获先进，成为光荣榜“常客”。

“20多年来公司一直承担着西高村几千人的
吃水费用。”高留斌说，为了建设新农村，公司出资为
村里修路、绿化、架路灯，每年为学校安装风扇、为贫
困学生义务捐资助学，为下岗职工、残疾人相继赠送
三轮车，免费维修车辆，为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除
此之外，为弘扬德孝文化，公司坚持每年对每月评选
为优秀员工的父母发放50元、夫妻发放100元。

“员工把自身养成的好习惯和好风气带入到
企业中，使得企业能够依靠一批忠实员工维持正

常生产秩序，这是企业能够顶住压力渡过难关的
主要原因。”高留斌说，“企业处处关爱员工，员工
就会视企业为家庭，时时刻刻为单位着想，这样的
正能量出大价钱都买不到。”

企业的发展思路得益于文化的主导，而最终
体现在产品上。“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让企业实
现了由“技术追随”向“技术领先”的成功转变，成
功地奠定了国内三轮车行业的技术领跑者地位。

“我们公司是河南省首批民营企业文化建设
示范点，现在我们的销售网络遍布全国20多个省
市自治区，产品出口巴西、印尼、泰国、马来西亚、
缅甸等多个国家。”高留斌很自豪，面对企业转型，
他从用户需求中找到突破口，“由公司专业技术骨
干组成研发团队，设计制造出消防、环保高压冲
洗、喷灌为一体的‘多功能消防车’已经获得国家
专利，下一步将推向市场，更好服务农民用户。”

高留斌说：“‘大孝治国，中孝治厂，小孝治
家’。企业将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以‘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
范’为指导思想，教育全体员工‘以善为念，学会
感恩’的德孝理念，做大做强企业，让员工更好的
爱岗敬业，修徳做事，从而更好造福社会。”6

本报讯（通讯员 吴会菊）近年来，
汝阳县立足洛阳南部生态涵养区的功
能定位，坚持生态优先，做好“林”“水”
文章，把绿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按照

“一年见成效、两年上台阶、三年全覆
盖”的要求，大力实施全境绿化，全力
打造洛阳绿色发展样板和南部生态屏
障及宜居宜业的山水汝阳。

汝阳县位于洛阳市南部，地处豫
西伏牛山区，地貌基本上分为南部深
山区、中南部浅山区、平川区和丘陵
区，其中平川区主要在汝河等河流两
岸，是本县重要农作区。全县山地面
积 900 余 平 方 公 里 ，占 总 面 积 的
70.2%，丘陵占总面积的19.6%，平川
仅占10.2%。

汝阳县紧盯“实施全境绿化，打造
全景汝阳”总体工作目标，深入推进全

境绿化重点项目建设，大力实施全县
全境建绿、增绿工程。2017年，全县
共完成全境绿化折合面积69135亩，
栽植各类树木591万株，完成投资2.5
亿元，全境绿化整体成活率达到80%
以上，部分路段成活率达95%以上。

与此同时，汝阳立足南部生态涵
养区一个中心，紧盯生态、经济、景观
效益三个统筹，重点持续实施生态廊
道网络建设、城郊森林公园群提升、荒
山困难地造林、山北防护林体系建设、
经济林基地建设、镇村及工矿企业绿
化六大工程。

根据计划，在 2017 年完成造林
6.9万亩的基础上，汝阳县2018年规
划造林6.6万亩。至2020年，三年时
间规划造林15万亩，全面完成绿化全
境28.5万亩的目标。6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3月 27日，在宜阳县盐镇乡，郑西高
铁列车疾速驶过轨道两侧一行行新
植的雪松。正在这里进行的高铁通
道绿化提升工程，为郑西高铁增添了
新的绿色生态屏障。

按照“规划见绿、见缝插绿、提质
优绿、协力植绿”，洛阳市加快构建生
态环境建设体系，大规模实施国土绿
化、廊道绿化、荒山绿化、河道绿化、城
郊森林公园提升等全域推进，着力打
造“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生态城市。

按照规划，今年，洛阳市重点对高
速公路、高铁、铁路、快速通道等主要
廊道沿线防护林带进行绿化提升。目
前，已完成提升300公里，补植各类树

木53万株。在荒山绿化方面，洛阳重
点推进黄河、伊河、洛河、瀍河、涧河、
北汝河等两岸荒山、坡耕地绿化，并结
合“四河同治”，规划河道绿化 1.4万
亩。目前已完成绿化5814亩，新建湿
地公园6个。

洛阳市还将国土绿化与结构调
整、脱贫攻坚相结合，积极开展经济林
基地建设。今年新发展樱桃、苹果、花
椒等经济林7.7万亩。

根据 3月 21日召开的洛阳市春
季国土绿化行动现场会透露，截至3
月中旬，洛阳春季造林任务实现大头
落地，累计完成造林14.7万亩。去年
洛阳森林覆盖率持续提高，达到
45.1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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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全域绿化扮靓城乡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珂 李炳辉）
去冬今春，宜阳县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围绕“一带
两翼四区一网”生态建设发展战略，
重点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统筹
抓好荒山荒坡、河湖沿岸、道路沿线、
公园游园绿化，截至目前，已完成造
林1.51万亩，义务植树190万株。

据了解，为促使良好的生态环境
成为增创新优势，提升竞争力，培育
新动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2017
年以来，宜阳县先后实施了郑卢高速
廊道绿化、锦屏山三期绿化、滨河公
园四期绿化和十乡镇十重点林果基
地等工程，道路换新颜，城乡着绿衣。

其中，锦屏山生态园四期绿化工
程，绿化面积 3800亩，栽植 24个树
种，37万株；建设精品园、人工湖、寿
安阁和甘棠亭等完善景区景点建设，
该县计划把园区建设成集采摘、休
闲、旅游、观光于一体的高品位生态
园区，成为宜阳后花园。

城区道路绿化提升工程，重点对
快速通道、兴宜路、滨河南路、郑卢高
速引线等城区道路进行绿化提升改
造。对上观东路两侧进行生态治理，
造林2000亩；实施完成7000亩牡丹
产业建设，在3个乡镇成方连片集群
发展，目前花田里花苞累累，只等春
风拂过，就会绽放出一片花海。6

宜阳

道路换新颜 城乡着绿衣

汝阳

念好“山水经”做好“林文章”

洛阳北方永盛弘扬核心价值观

播撒“孝”能量 激发大产能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今春以来，
栾川县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抢抓春季造
林的有利时机，科学谋划、周密部署、
精心组织，发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
与全民义务植树活动，全县上下掀起
了以“坚持绿色发展、打造生态栾川”
为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热潮。

栾川县以82.4%的森林覆盖率居
河南全省首位，每年空气优良天数达到
300余天，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均值为
1万个/立方厘米，最高可达3万个/立方
厘米，以此赢得了“中原肺叶”的美誉。

据了解，开春以来，栾川县充分利

用网络、电视、广播、宣传栏、墙报等多
种宣传形式，宣传全民义务植树在建
设生态文明、构建和谐社会、脱贫攻坚
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广泛开展主题形
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了广大干部
群众认绿、养绿、护绿的意识，营造全
民义务植树的浓厚氛围。

各乡镇、各单位行动迅速，与国土
绿化相结合，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
的植树活动。据悉，2018年参加植树
人数 15.5 万人次，义务植树尽责率
100%。义务植树株数 77.8万株，全
县新建义务植树基地15个。6

3月23日，2018孟津漫步花海嘉年华启动仪式、第六届会盟梨花节暨银
滩春耕季开幕式在会盟镇孟津梨主题公园举行。本届梨花节将从3月23日
持续至4月10日，其间，在会盟镇铁炉村、吕村等地，游人可欣赏到万亩梨花
盛开的美景。6 郑战波 摄

河南日报网 http://www.henandaily.cn 手机报 移动用户发送HNRB至10658000订阅（3元/月 不含通信费） 社址 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编 450008 值班室 65796114 印刷 河南日报印务中心 广告经营许可证 豫工商广字第006号 零售 2.00元（今日郑州市、安阳市、洛阳市为12个版）

●● ●● ●●

栾川

植绿呵护“中原肺叶”

1“文化+”

2“智慧+”

绿色发展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