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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春日，河南旅游市场“热”起来。近日，各
地旅游部门纷纷来郑州举行旅游推介会，河南游客
可选择的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

坐“熊猫专列” 一起耍成都
3月 28日，由成都市商务委、成都市旅游局、成

都市文广新局主办的“过节耍成都”城市品牌 IP活
动携手成都市锦江区和郫都区，在郑州举办“春暖花
开耍成都”主题推介活动。

据悉，随着高铁的开通，郑州到成都的高铁时间
缩短到最快5个多小时，周末到成都休闲成为可能，
越来越多的旅行社也开始推出开往成都的“熊猫专
列”，并增添了许多与熊猫相关的元素，“过节耍成
都”的乘客还可获赠可爱的熊猫玩偶。

丝路古龟兹 请你去春游
3月27日，新疆阿克苏地区在郑州市举行“丝路

古龟兹·神奇阿克苏”旅游专场推介会，邀请河南游
客去体验那里悠久灿烂的龟兹文化、奇异壮美的自
然风光。河南省内的60多家旅行社及众多新闻媒
体代表齐聚一堂，陶醉于阿克苏的异域风情之中。
会上，阿克苏地区与郑州铁旅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阿
克苏多浪龟兹旅游股份发展有限公司、库车锦绣丝路
旅行社、新疆康辉大自然国际旅行社阿克苏分公司分
别与郑州的旅行社签署了客源互送协议。

阿克苏，维吾尔语意为“清澈的水”，是古丝绸之
路上的重要驿站，也是龟兹文化和多浪文化的发源
地。今年，阿克苏地区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把握高
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立志将阿克苏打造成为新疆重
要的旅游目的地。在推介会上，阿克苏为河南游客推
出世界遗产之旅3日游、冰糖心苹果采摘及柯柯牙万
亩果园休闲观光3日游、胡杨峡谷摄影采风2日游等
精品线路，引起河南众多旅行商的兴趣。

活力石嘴山 诚邀中原客
3月26日，“神奇宁夏川·活力石嘴山”旅游推介

会在郑州举行。郑州旅游企业与石嘴山沙湖旅游景
区、玉皇阁景区、石嘴山市游客集散中心、九州旅行社
等旅游景区和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下一步，两市将
打通旅游通道，实现资源互享、信息互通、市场互动、
游客互送。

据悉，石嘴山因黄河岸边一山石突出如嘴而得
名，历经50余年的发展，她从享誉全国的煤炭工业
城市转型为独具特色的山水园林新型工业城市。
2016年，宁夏被确定为全国第二个发展全域旅游的
省级示范区，把旅游业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围
绕“观景沙湖，休闲星海”品牌，凭借“一山一河二湖”
的独特旅游资源，全力打造全域旅游示范市。

东方太阳城 日照新名片
4月 2日，“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日照旅游系列

推介会暨东方太阳城景区专题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拉开了东方太阳城景区专题系列推介会的大幕。此
次会议进一步推进了日照“旅游富市”战略，深入河
南旅游客源市场内部，进一步提升了日照旅游知名
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本次推介会通过播放宣传片、图文展览、发放宣
传资料、旅游企业洽谈、线路产品推介等多种形式，
向与会嘉宾全面展示了日照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旅游
产品，特别是东方太阳城项目得到大家的青睐。

郑州200余家旅行社对日照市旅游发展战略表
示认同，对东方太阳城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纷纷表
示将结合自身实际开发符合郑州市民需求的旅游线
路产品，让郑州及周边地市的广大游客进一步了解
日照、走进东方太阳城、感受太阳文化。

（张莉娜 于正华）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全域旅游在共建中提升，群众在
共享中获得，产业在共赢中转型……随
着全域旅游战略的深入实施，济源市绽
放出全域发展的强劲活力。近日，济源
将迎来“中原看海 相约济源”2018奔
跑吧黄河小浪底首届绿色公益半程马
拉松邀请赛，举办了第二届旅游博览会
等活动，旅游业正乘着产业转型升级的
东风，助推全域旅游优质发展。

马拉松来啦 奔跑吧小浪底
3月 30日，记者从“中原看海 相

约济源”2018奔跑吧黄河小浪底首届
绿色公益半程马拉松邀请赛新闻发布
会获悉，本届绿色公益半程马拉松邀
请赛即将于4月22日在黄河小浪底景
区鸣枪开赛。届时，海内外的4500名

选手将相约济源，共同感受奔跑在黄
河小浪底的美妙时光。

作为本次赛事的承办方，河南峰
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江峰告
诉记者，本届马拉松邀请赛预计参赛规
模4500人，其中半程马拉松邀请赛全程
21.0975公里路线，预计2000人参加；
迷你马拉松全程5公里，预计2500人参
加。第一阶段，组委会已经开放了郑州、
济源、安阳等四个报名点，自即日起接受
报名。下一步，将继续开通网上报名渠
道，方便马拉松爱好者广泛参与。

黄河小浪底举办本届赛事，具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全长 130公里的海
岸线一路蜿蜒、平坦宽广，为比赛提供
了优良的跑道；景区内樱花盛开，山水
相依，将使参赛选手在花丛中亲近黄
河母亲、畅游小浪底。

“中原看海，相约济源！我们热忱

欢迎广大马拉松爱好者及社会各界人
士，用力量和激情演绎马拉松运动的绚
丽和精彩，用奔跑与速度体验黄河小浪
底的美丽与活力。”济源市小浪底北岸
新区党工委书记赵会生热情满怀地说。

旅游商品丰富 八方游客纷至
3 月 28 日—4月 1日，2018 济源

市“王屋山杯”第二届旅游博览会举
行，拉开了济源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大
会的序幕，300多参展单位、2000多件
旅游商品同台亮相，吸引了数以万计
的游客及市民前来参观。

本届展会商品种类繁多，琳琅满
目：天坛砚、王屋剑、济源黑陶等精致
的工艺品让人百看不厌；愚公秤、孔雀
标本、愚公移山木雕等栩栩如生，引来
现场游客争相观赏；王屋山冬凌茶、寺
郎腰大葱、土蜂蜜、富硒小米、金丝皇

菊茶等特色农副产品颇受欢迎。
在本届博览会上，除了独具特色

的农家土特产外，还有融合济源优秀
文化传说的文创产品。走进文旅集团
展区，“美猴王”现场推销起桃木宝剑；
在世纪虹文创精品展区，王屋宝照、愚
公移山石雕、陶瓷彩盘等彰显着“愚公
故里”的文化特色；“卢仝家珍”养生
壶，三佳食品公司制作的银茶具、银餐
具等获得与会者的青睐。同时，现场
还设有特色美食免费尝、景区门票免费
送、旅游讲座免费听、云端济源免费看
等活动，打造百姓的狂欢盛会。

济源市旅发委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任刘慧华表示，此次博览会将助推
各部门联合发力，做足“旅游+”融合
发展大文章，促进济源“后备箱经济”，
推动济源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4月1日，一场由唐僧师徒4人导演的马拉
松赛在嵖岈山举行。嵖岈山用这样一场欢乐的
表演，为4月15日“向山而跑 非凡之路”中国山
地马拉松系列赛嵖岈山站赛事助力预热。

唐僧担任本场比赛的主持人，比赛开始，
在孙大圣、猪八戒等西游人物的簇拥下，参加
比赛的6名骑手骑着头戴大红花的白马，气宇
轩昂地入场。伴随着围观群众此起彼伏的加
油声，6匹白马拖着一大丛松树拼命向终点奔
去。“唐僧师徒”四人卖力鼓劲，更有众多“小
妖”摇旗呐喊，让游客兴奋不已。 （王亚）

春来柳绿，又是清明。踏青赏花
看灯展，登山健身品民俗，清明小长
假，淇县邀您走进“花花世界”，在最美
的时光遇见“醉美”的淇县。

假日期间，云梦山百花盛放，武士
迎宾、调师离位、孙庞对弈等梦回战国
实景演出将会带您体验奇幻的穿越之
旅，参与玻璃天桥、高山滑道、骑马射
箭等活动将带给您一段惊险刺激的非
凡之旅。古灵山上，梨花坡赏花、女娲

宫祈福、玉带河漂流、古佛洞探秘、玻
璃桥高空探险等活动丰富多彩，将带
您360度观景体验不同风情。移步朝
阳山，游古刹、攀佛崖、登尖山、谒孔
圣，可尽享登山乐趣。同时，摘星台景
区首届梦幻灯光节的盛装开幕，将带
您共赴一场璀璨浪漫、流光溢彩的灯
光盛宴。秦街民俗村，传统婚俗表演、
非遗节目展示、特色美食品鉴等活动
精彩纷呈。 （张小燕）

清明假期，全国高速公路将对七座(含七座)及
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的政策。不仅如此，
洛阳老君山景区也免门票啦。4月4日24：00前，
关注老君山景区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清
明节自驾活动”，按照提示回复姓名和车牌号，清
明节期间自驾车（七座及七座以下）到老君山游
览，每辆车免价值120元门票一张。 （周向毅）

清明小假期，郑州黄河风景名胜
区将延续去年的“飞花风筝节”，举办第
二届黄河风景名胜区“飞花风筝节”。

今年的活动项目更加丰富，有可
以远观的风筝文化展示、巨型风筝放
飞和飞花祥云，其中飞花祥云是为迎
合“飞花风筝节”主题，引入云朵机，制
造各异的“花朵”，形成朵朵祥云。有
可以参与的互动项目：风筝DIY比拼、

风筝舞比拼、飞花仙子下凡互动。其
中风筝舞比拼是跳舞机器人和真人进
行舞蹈 PK。风靡微信的跳一跳被放
大之后搬到现实中来，游戏达人们都
可以来挑战一下。除了好看好玩之
外，4月5日至4月7日活动期间，景区
还会免费发放 5000只风筝。景区不
止广场上有精彩活动，景区的各个景
点也非常值得观赏游玩。 （李炜珂）

4 月 3日，2018中国（开封）清明
文化节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清新开
幕。本届文化节开幕宋韵清明民俗文
艺表演、清明文化千人宋装踏春大巡
游、2018中国（开封）抖空竹展演、清
明特色版《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清明特色大巡游、近百场清明文化特
色系列活动展演，六大具有独特开封
符号、清园味道的重要活动，在这幅灵
动的《清明上河图》长卷里，在这座宋

韵流淌的千年古城里精彩亮相，奏响
了一支动人的“春天交响曲”。

本届清明文化节由中国文联、河南
省人民政府和中国民协主办，河南省委
宣传部、河南省文明办、河南省文联、河
南省民协和中共开封市委、开封市人民
政府承办，清明上河园景区作为活动的
主会场具体承办主要相关活动。本届
清明文化节为期16天，共有四大类、60
项民俗文化活动。 （李姗）

嵩县：相约一起“桃”跑 共赏陆浑春色

济源：乘产业转型东风 促优质旅游发展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春风百花艳 纸鸢飞满天

淇县:全域皆美景 踏青赏花忙

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即将拉开帷
幕，栾川县漫山遍野的山花也与牡丹
遥望呼应，彰显着八百里伏牛山的野
趣，4月1日—28日，栾川将举办“洛阳
看牡丹·栾川享清新”奇境栾川山花节
活动，一系列福利等您来拿。

4月 5日至5月中旬，老君山举办
首届高山花海节，开启山间浪漫之旅；4
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鸡冠洞万株高山
牡丹陆续绽放；在合峪镇，“慧兰小镇·

十里桃源”文化旅游节于4月5日开幕，
民间艺术表演、扶贫产业产品展销等精
彩活动，让您在百里桃林中沉醉。

活动期间，栾川县天河大峡谷、养
子沟、抱犊寨景区推出优惠大餐，所有
7座(含7座)以下自驾小型客车，凭洛阳
牡丹园门票或奇境栾川山花节宣传手
册，单日车牌尾数为单号的车辆及双
日车牌尾数为双号的车辆，可享受一
车人购买一张门票的优惠。（王锦钰）

栾川：山花也烂漫 福利等您拿

开封清明上河园：清明文化节 奏响“春之曲”

阳春三月的陆浑湖，桃花布满山坡
粉粉点点，湖水温柔恬静碧波荡漾。3月
31日，约你一起“桃”跑——嵩县·陆浑湖
桃花节开幕，借助桃花节“东风”，游客在
秀美山水中享受着健康、惬意、休闲的生
活。其间，主办方在春桃岭、桃花秘境、
花间集和十里桃林设置四大观赏区，以
满足游客的赏花体验。 （张相正）

大力开展引客入驻工程

驻马店：旅游专列撬动国内大市场

老君山景区又免门票啦

嵖岈山开启马拉松模式 各地旅游推介 纷纷抢滩中原

4月1日，第36届中国洛阳牡丹文
化节赏花启动仪式在洛阳中国国花园
举行，一年一度的赏花大幕由此拉开。

本届牡丹文化节举办时间为4月
5日至 5月 5日，以“花开新时代开启
新征程”为主题，按照“以节促建、以节
促管、以节推介、利民惠民、全面提升”
的办节宗旨，从调控牡丹花期、完善功
能设施、丰富文化活动、提升优质服务
等方面入手，努力打造优美宜人的赏花

环境，提供更加细致入微的游园服务。
据了解，目前洛阳各主要牡丹观赏

园的人工调控花期牡丹进入盛花期，露
地自然花期的早开牡丹品种陆续开
放。其中，洛阳市区各牡丹观赏园早开
牡丹品种4月3日前后陆续开放，中开品
种4月7日前后进入盛花期，晚开品种4
月12日前后进入盛花期。邙山牡丹花
期比市区晚3天左右，早开牡丹品种4
月6日前后陆续开放。 (朱天玉)

洛阳：牡丹真国色 全城竞芬芳

3月 29日，以“避暑养生地 南阳
老界岭”为主题的推介会在湖北省襄
阳市举行。

南阳山川秀丽、文化灿烂，襄阳则
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景观。两
地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对实现资源

共享、客源互送、市场互动、利益双赢
具有积极意义。南阳市旅游和外事侨
务局副局长何清印表示，中国南阳第
十五届玉雕文化节暨第九届南阳月季
花会将在４月26日开幕，欢迎襄阳游
客去感受南阳风光。 (朱天玉)

南阳：灵山和秀水 襄阳展美景

信 息 专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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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新乡分行积极践行新思想、实现新作为，全力做
好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全
面落实在实际工作中提供了坚强纪律保证。

一是聚焦新形势、明确新思想、迈向新时代。要深刻认识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新形势，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自觉性。
要把深入学习中纪委二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抓
紧抓好，紧密联系实际、有力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二是找
准新抓手、夯实新基础、提升新质效。各级党员、干部更应该自
觉提升政治站位，把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要位置，时刻做
到政治过硬。要全面加强纪律建设，用严明的纪律管党治党，
强化行为约束、规范经营活动。着力解决精神懈怠、作风不实、
推诿扯皮等问题，坚决纠正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和部
门利益问题。加强监督问责，让监督、被监督、相互监督、主动
监督成为共识、成为常态。三是探索新实践、运用新方法、锤炼
新能力。将廉洁文化建设与经营管理结合起来，着力培育员工
廉洁理念，打造“规矩、干净、文明、时尚”的廉洁文化。加大违
法违纪问题查处力度，重点查处以权谋私、通过利益输送或违
规经营谋求个人利益等腐败案件。增强防案件、防风险的针对
性，紧盯风险突出的重点机构、重点领域、重点业务、重点人员，
深入开展异常行为排查，深挖问题，消除隐患。 （王勇）

全力做好新时代商业银行的党风廉政建设

日前，洛阳洛龙区龙门街道办事处
召开机关纪律作风整顿大会，全办领导
班子和全体机关干部参加会议。会上按
照区纪委关于印发《开展对形式主义、官
僚主义问题监督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要求，开展专项监督检查，以“抓铁有痕、

踏石留印”的态度持续整治“四风”，筑牢
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号召全体机关干部
首先要端正态度、提高认识，主动适应纪
律作风建设新常态。通过集中整顿活动
强化政治素养，进一步拧紧思想“总开
关”。其次要深查细照、扎实整改，确保

取得纪律作风建设新成效。三是要严
于律己、遵规守纪，全面树立求真务实
为民新形象。四是团结同志，主动作
为，全力以赴推进龙门办经济建设、美
丽乡村建设、大气污染防治建设、民生
工程再上新台阶。 （梁素亮）

日前，开封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城乡
一体化示范区分局召开2018年城市管
理暨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回顾
总结了2017年城市管理工作，并部署安
排了今年城市管理和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开封市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文海周对该局去年的城
市管理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赞扬:示
范区分局大力实施城市市容环境精细
化管理，队伍建设不断加强，城市管理
水平显著提高，城乡面貌发生巨变，为
全市树立了城市新形象。区纪工委常

委左宪祥就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提
出要求：要抓好教育，进一步筑牢反腐
倡廉的思想道德防线；明确责任主体，
确保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落
实；健全机制，进一步做好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倡廉日常工作。 （刘江镇）

开封示范区城管局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会议

强化作风建设 持之以恒反“四风”

今年以来，漯河市源汇区畜牧局
纪检监察室创新思维，组织开展廉政
文化进场（区）活动，继续营造风清气
正的良好氛围，促进“阳光畜牧”工作
的有效开展。坚持制度、监督并重的
惩防体系构建，源汇区畜牧局纪检监

察室紧紧围绕一个目标，即区纪委下
达的三级目标，保证畜牧局的党风廉
政建设等工作；抓牢一个重点，即以落
实党委主体责任、纪检组监督责任，加
强领导班子的廉政建设为重点，不断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培育一个亮点，即

开展廉政文化进场（区）的活动，与为
农民办实事相结合，使群众明白要办
的事“找谁办、怎么办”，明确责任，加
深农民维护合法权益的意识，增强廉
政文化建设凝聚力和吸引力，打造“阳
光畜牧”。 （田乐）

廉政文化进场区 打造“阳光畜牧”

近日，平顶山郏县龙山街道办召开2018年度经济
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2017年度经济工作完成情况，
安排部署了2018年度经济工作，对先进单位和工作者
进行了表彰，最后党工委书记龚琳要求参会人员要做善
谋事的干部、会共事的干部、能担事的干部、守规矩的干
部。 （张素霞）

龙山街道办召开2018年度经济工作会议

村级“两委”换届工作在即，卫辉市孙杏村镇党委、
纪委高度重视，以“三严”为抓手，营造良好换届氛围。
一是严肃换届纪律。及时召开换届动员培训会，集中学
习省市最新文件精神，严格按照“九严禁”“十不准”要
求，明确换届目的、程序。二是严格换届审计。镇纪委
全程监督，委托第三方机构，分别对全镇17个基层组织
进行换届前审计。通过换届审计，进一步增强基层党员
干部廉洁意识，使其遵法纪、知敬畏，严格按规矩办事。
三是严把换届程序。换届过程中，从换届领导小组的成
立、到参会党员公示，再到选举办法的制定，全部严格按
照程序进行，规范请示报告制度，规范大会选举议程，确
保换届工作顺利进行。 （刘营斌 石建新）

三项举措保障村“两委”换届风清气正

3月29日早上，从东北名城哈尔滨启程的1000
人的两日游夕阳红旅游专列。3月31日下午，从湖
北黄石来的1500人的两日游旅游专列，驶进了“老家
河南·生态豫南”联盟主席城市——驻马店市，这是
2018年驻马店迎来的两趟旅游专列。“旅游专列”，
成为2018年驻马店旅游的热词和旅游工作的一大
亮点。

在欢迎仪式上，驻马店市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
何新阁表示，驻马店素有“豫州之腹地、天下之最中”
的美誉。同时也是一方革命的热土，是著名的抗日
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的故里。素有“小延安”之称的
竹沟，是新四军二师、四师和五师基干队伍的发源
地。目前，全市形成了以“奇山、秀水、名寺、圣地”为
代表的精品旅游景区和以“登山、赏花、沐温泉，礼佛、

问道、品文化”为代表的休闲度假旅游线路产品。
为了提前布局2018年春季市场，春节前后，市

旅游局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主要领导、分管领
导带领局市场促进科等有关人员南下武汉、北上北
京、远赴哈尔滨、沈阳，商谈旅游专列进豫南相关事
宜。每到一地，都极力推介豫南，特别是驻马店秀
美的自然风光、厚重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旅游商
品，宣传驻马店的旅游政策和举措。

通过对接洽谈，多地旅行商做出积极反应。
本次开行的东北哈尔滨旅游专列，是驻马店历

史上“首趟、远程”旅游专列，黄冈旅游专列则是驻
马店历史上“单列人数新高”旅游专列。东北旅游
专列以“夕阳红”为主题，侧重中老年群体，黄冈旅
游专列则以中青年居多，有很多团员携妻带子。大

家坐上旅游大巴车，先后游览了驻马店市汝南县的
南海禅寺，遂平县的温泉小镇花卉园，以及有着“中
华盆景”美誉的嵖岈山。

2500名游客在驻马店两天，极大地拉动了驻马
店的旅游消费，据初步测算，两趟专列游客在驻马
店行程期间，每人围绕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人均消
费1000多元。带动驻马店消费300万元，仅在游客
集散中心购物消费就达50多万元。

目前，驻马店市旅游局已经与多家达成旅游专
列业务意向。先期成功开行的两趟旅游专列收到
预期效果。“千年古驿站 全国文明城”——驻马店
的旅游业迎来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旅游专列集
结号已在多地吹响，驻马店将迎来更多旅游专列和
旅游团队。 （李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