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游│162018年6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艾”上端午节 “粽”情山水间

●● ●● ●●

本期关注

初夏季节，走进西峡县太平镇东坪村，映入眼
帘的是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木雕楼门的农家宾
馆、百花盛开的休闲游园、宽敞明净的沥青大道，群
众健身场地、娱乐场、停车场、公共厕所、接待站、党
群服务中心等一应俱全，村域内农舍别墅点缀、农
家风味独特，人在画中走、画在心中留，一派世外桃
源风光。

东坪村地处西峡县太平镇，位于国家 5A级风
景区——老界岭脚下，境内生态资源良好，峰峦叠
嶂，碧水荡漾，潭碧谷幽，如诗如画，森林覆盖率达
95%以上。全村辖 6个村民小组，235 户 928 人，
331省道贯穿全境，是老界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旅
游接待服务的东大门，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给东

坪村发展乡村游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从2012年以来，东

坪村支书吕振华就带领村委会一班人为发展乡村
游而上下奔波，先是邀请专家对农家宾馆进行规
划，依据“宜疏不宜密、宜低不宜高”的原则，对全村
农家宾馆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同时，对距离老界岭
景区最近的第六村民小组的农家宾馆进行示范打
造；连续 5年，开挖修筑硬化了 3个村民小组的道
路，建成跨河大桥7座，实现了农村公路组组通，使
自驾游客可以通达每家农家宾馆；为解决农家宾馆
的饮水问题，他身背干粮，踏遍东坪村的沟沟壕壕，
寻找水源。在他的带领下全村群众架起了20多公
里的 8条饮水管道、建成 4座集中供水蓄水池，解

决了全村农家宾馆的用水问题；同时，投资建设了
文化广场和3座星级公厕，村庄内安装了太阳能路
灯；购进红叶石楠、桂花、月季等名贵花木对村内进
行了大面积绿化……如今的东坪村内，道路畅通、
卫生整洁、绿树成荫，自然环境优美，成为一个生态
宜居的美丽山乡。

经过近年来的持续提升，东坪村通过发展乡村
旅游带领群众走上富裕之路。目前，全村已发展农
家宾馆 75家，可接待 2600人前来避暑度假，实现
户年均收入 7.2万元，吸纳就业人员 336人。东坪
村先后获得河南省生态村、河南省最美乡村和全国
乡村旅游示范村等荣誉称号。东坪村已经成为西
峡乡村旅游发展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李花葛）

6 月 30日，千人同赴栾川旅游扶贫
工作将在栾川鸡冠洞景区和栾川秋扒乡
荷花小镇同时开展。据悉，本次活动由
栾川鸡冠洞景区、秋扒乡政府、河南永安
国旅联合组织，活动不仅要解决旅游客
源问题，使贫困户在家门口创收，更是栾
川在“旅游景区+乡村旅游+扶贫”融合
发展模式的有益探索。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两天，由景
区、政府、乡村旅游点联合旅行社组织游

客到贫困村，以“走进贫困村，体验美，感
受爱”为主题，让参与旅游扶贫之旅的游
客，不仅可以欣赏北国溶洞风光、千亩荷
塘秀色，高空漂流清爽，还能深入到贫困
村贫困户家中，感受自然朴实的农村生
活场景，更有贫困户提供的玉米糁、土鸡
蛋、山野菜、木耳、香菇等纯天然原生态
土特产品，供游客朋友们直接认购，与贫
困 户 结 谊 ，让 贫 困 百 姓 直 接 受 益 。

（许晋）

6 月 17日，为期一个月的首届浮戏
山全民短视频大赛开启。本次大赛以

“文化动起来、生活更精彩”为主题，面向
社会征集优秀短视频作品和微电影作
品。主办方已经设置了万元神秘大奖，
等待优秀创作者。

用爱，诠释一座山；用心，感受一份
情。此次活动旨在以民众参与创作短视
频的形式，集结全民智慧，以动态的艺术
深度挖掘巩义浮戏山雪花洞景区山水之
美，展现风景背后的河洛文化内涵。

首届浮戏山全民短视频大赛开幕恰
逢端午假期，许多游客纷至沓来，参与到

活动当中。其中，不乏自发组团而来的河
南高校大学生，他们游览小龙池、雪花洞、
逍遥谷示范区等景点之余，还将年轻活
力、创意无限加载到短视频创作中，一个
个精彩的短视频作品获得网友称赞。

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首届浮
戏山全民短视频大赛，将为景区注入更
多的活力。利用短视频这一媒介更加生
动地展示浮戏山大美风光，艺术性挖掘
河洛文化的内涵，增加游客到访景区游
览的互动性、趣味性，将助推浮戏山雪花
洞景区的旅游业转型升级，探索山水风
光与文化融合发展新路。 （马义恒）

6 月 13日，河南省中国旅行社集团
有限公司在郑州举行富国岛包机首航推
介会，宣布该直航旅游包机将于7月 5日
启航。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机场集团、
郑州边防检查站以及河南省知名旅游企
业负责人等500多人出席推介会。

此次首航意味着河南出境游市场又
开拓了新的旅游目的地，使旅游产品更
加多样化，河南各地以及周边地区居民
将能更快且更方便地享受高品质的品牌
旅游服务。

据悉，富国岛素有“珍珠岛”之称，是
越南第一大岛，又称“玉岛”。岛上有着
温暖的气候，清新的空气，私密度极好的
海滨沙滩，以及朴素的渔民在市场上贩
卖挑逗味蕾的海鲜，能在这里享受到轻
松和自在。富国岛是个热带的小岛，有
很多野生的桃金娘树，当地的人种了很
多的胡椒园，蜂蜜养殖场、鱼露工厂都十
分出名。富国岛靠海，产的珍珠质量特
别高，价格也比较便宜。

（于正华）

西峡乡村游 东坪带好头

又是一年荷花香，万亩荷塘迎客
来。6月 16日，在孟津县会盟镇银滩农
业观光园，一场以“‘荷’美银滩·‘乡’约
会盟”为主题的第 15届洛阳会盟荷花节
拉开帷幕。数以万计的游客慕名而来，
在淡淡荷香中领略充满荷乡风情的“河
洛江南”。据悉，本届荷花节将持续到 8
月31日。

黄河岸边 “荷”处精彩

六月的黄河沿岸，红、粉、黄、白等荷
花含苞待放、亭亭玉立。移步孟津会盟
银滩园区，满目的清风碧波，满眼的荷塘
秀色，泛舟藕花深处，带来酷暑难得的清
凉，叫人流连忘返……

这个夏天，来孟津耍吧！
会盟银滩为游客准备了一系列旅游

盛宴，近 50天的活动、10项主要活动轮
番登场，让您乐翻整个夏天。荷花节期
间将举办荷花仙子选拔赛、泼水狂欢节，
水上世界嗨不停、雾森长廊打造荷花仙
境等活动，让孟津银滩“荷”您相约别样
夏日。

“乡”约会盟 “荷”美银滩

连续举办了 15 年的洛阳会盟荷花

节，已逐渐成长为洛阳及周边地区夏季旅
游的盛会，并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喜爱。

“来孟津耍吧!”随着这一旅游主题
口号深入人心，会盟荷花节把会盟的黄
河湿地、荷花、果园、美食等元素串珠成
线，建成以精品莲藕、莲子、荷茶等加工
项目为主的产业基地，大力推广会盟稻
米、会盟梨等农产品，走出了一条以旅助
农、农旅融合的发展道路，打响了“会盟
银滩”的旅游品牌。

目前，孟津全域旅游蓬勃发展，乡村
旅游深受游客青睐。第 15届洛阳会盟
荷花节不仅助力银滩成为洛阳乡村旅游
典范，也将为孟津全域旅游发展增添浓
墨重彩的一笔。 （闫崇伟）

孟津银滩 “荷”您相约
——第15届洛阳会盟荷花节开幕

新闻速递

旅游现场

巩义浮戏山短视频大赛开启

郑州直飞富国岛包机7月起航

栾川鸡冠洞组织游客扶贫秋扒乡

端午小长假，内乡县衙“知县”携夫人、衙役
与游客举行传统文化知识抢答和包粽子比赛，
在体验中领会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和精髓。

小长假期间，内乡县衙景区定时免费推出
的《鼓乐迎宾》《宣讲圣谕》《三院禁约碑揭碑仪
式》《知县审案》《县试》《知县招婿》等演艺节目，
厚重文化和丰富演艺节目深受游客欢迎。

其间，景区在县衙历史文化街区与百余名学
生和游客举行传统文化知识抢答和包粽子比
赛，凡答对相关提问者，现场送上香囊一只。包
粽子比赛活动中热火朝天的比赛场面吸引了大
批游客参与，景区相关人员对比赛表现突出的
小选手戴上了五彩线，并送去端午的祝福。

（苗叶茜）

端午假日，偶遇高考季、世界杯、父亲节，青春
的“小惆怅”、激情的“小放荡”、亲情的“小确幸”交
织融合，情意浓浓。假日三天，济源市共接待游客
6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2.3亿元，同比分别增
长3%和5%。

假日期间，王屋山推出全国学生及本地市民
免门票、外地游客享受“门票+小交通”80元优惠
活动，游客火爆；五龙口推出“浓浓端午情，我在猴
山过端午”主题活动，让游客过足了瘾；小浪底献
礼父亲节，对子女陪伴游览的年满60岁的父亲免
门票，温情举动获游客点赞；黄河三峡面向全国发
放数百万份漂流优惠券引来八方游客，仅 6月 17
日一天接待游客1.1万人次；小沟背针对省外客源
市场的优惠政策持续发力，迎来了来自江苏徐州
及山西晋城、运城的大量团队游客；九里沟推出高
考生免门票优惠活动，吸引大量自驾的家庭游客。

同时，乡村旅游十分火爆。下冶镇以“说端午、
画端午、讲述端午·艾草的故事”为主线，举办第四
届艾草文化节，假日三天迎来3万多游客；五龙口
镇省庄举办首届荷花节，赏荷采莲、摸鱼抓虾、水枪
大赛等多彩活动，让游客重温“童趣”，收获“田园”；
邵原镇娲皇谷旅游度假区推出“当父亲节遇上端午
节”主题活动，吃粽子、炸油馍，购土馍等土得掉渣的
特产，为游客献上一个“土”味十足的端午假期，卖农
家饭、卖农家特产，当地群众纷纷念起“旅游经”；坡
头镇栗香庄园孔雀欢乐谷及滑草活动、承留镇养生
嘉园生态农庄“蟠桃采摘”等活动好玩、有趣、清
新，赋予游客全新的端午记忆。 （王利敏）

今年的端午节，好天气+好风景让淇县再迎客流高峰，游客人数和经济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7.4%和21.2%。云梦山景区推出的唯美的瑜伽表演更是赚足了游客眼球（如上图）。

与此同时，节日期间云梦山箭射五毒等民俗游戏、朝阳山景区组织的亲子游戏大比拼、欢乐采摘
等主题活动，吸引了周边大量游客参与。 （黄强 摄）

情暖重渡沟 节日粽香浓

酷暑难耐，夏夜出游成为首选。6月
29日,2018 绿博之夜将绚丽开幕，一次
舌尖上的饕餮盛宴，一场视觉上的蹁跹
表演即将开启。

“绿博之夜”活动时间定在6月 29日
至 8 月 19 日，双休日的 8:30 至 22:00，
老家味道美食街、北门至美食街沿路均

会呈现精彩的节目。
今年的绿博之夜将打造“炫彩之夜”

“激情之夜”“梦幻之夜”三部曲。绚丽的
舞台、激情的舞蹈、酷炫的激光侠、萌萌
哒的小丑表演等，让你一次看个够。夜
晚，观赏园区璀璨的夜景及绚丽多彩的
音乐喷泉给您惊喜。 （刘瑞）

郑州绿博之夜即将开幕

端午小长假，栾川重渡沟景区游人如织。
万米五彩绳、槲包粽子免费送，第三届山谷音乐
节、非遗民俗背装表演等主题活动给游客增添
了浓郁的节日氛围。

节日期间，景区在中心区演艺广场、游客中
心、重渡沟竹筏漂流三个分会场，分别安排了漂
亮的“粽妹子”免费为游客佩戴五彩绳，槲包粽
子免费送，省级非遗民俗表演走进重渡沟等活
动。花花绿绿的五彩线，豫西特色的槲包粽子，
贴心的服务，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与此同时，第三届山谷音乐节更是嗨爆现
场，滚滚音浪响彻整个山谷，万名游客一起聆听
最激情的摇滚之声，细品最纯粹的民谣之曲，感
受最动人的灵魂之音。 (杨建兵)

“粽”情济源 精彩相伴

内乡县衙 与“粽”不同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今年的端午假日恰逢毕业季、世界杯、父亲节，我省各地民俗节庆活动异彩纷呈，周边乡村游、生态游、避暑休闲游成为市场主流，家

庭亲子游、房车自驾游等出行方式日趋凸显，各大旅游景区接待人次、旅游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据悉，今年的端午假期呈现如下特点：传统景区热度不减，惠民举措广受好评，民俗活动异常火爆，乡村旅游渐成热点，文化旅游持续

升温，旅游市场平稳有序。

5A嵩县，净享自然。端午小长假，入嵩游客
络绎不绝。端午三天，嵩县各景区、乡村旅游点接
待游客数量达到7.8万人次，综合效益再创新高。

假日期间，家庭亲子、青春不毕业、房车度
假、乡村体验等特色主题产品备受青睐。陆浑水
库、石头部落、白云小镇、卧龙谷等景区和乡村旅
游点迎来大批游客，乡村旅游点、农家宾馆床位
爆满，旅游扶贫成效明显。

节日期间，白云山景区举办了“带着爸爸做

好大龄儿童的抖音网红打卡”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参与其中；天池山景区举办了“高山桑葚
节”，让游客现场体验包粽子、包桑叶饺子的乐
趣；木札岭景区举办的篝火晚会，让游客感受到
了浓厚的节日氛围。

另外，节日过后，嵩县还将联合栾川县继续
放大招——举办景区免门票、高速免费等活动，
期待您的参与。

（郭晓阳）

5A嵩县享自然 假期放“粽”亮点多

众多游客前来赏荷 林志坤 摄

端午假日期间，云台山首届“夏季英雄大会”
开幕，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无人机表演赛、云台
山音乐节等精彩主题活动缤纷呈现，为游客献上
了一份丰富欢乐的文旅大餐。 （程芳芳）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志愿服务 助力高考

端午节前廉政提醒送清风

南阳新村街道办举办宪法专题讲座

新乡中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又出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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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实体经济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
今年来，中国银行新乡分行秉承“以客户为中
心、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不断探索金融
服务新路径，走出了一条与地方社会经济建设
共舞双赢的发展之路。

一是优化业务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在坚
持“授权有限”的原则下，认真梳理授信发起、审
批、发放等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完善开户资料
报批流程，压缩资料传递时间，最大限度提高客
户体验和报批效率。二是制定激励机制，加快
贷款投放。出台授信发起、审批激励措施，提高
相关部门争做授信业务积极性，确保授信“第一
时间审批、第一时间投放”，及时为实体经济注
入流动资金。组成由多部门参与的虚拟团队，

在授信项目发起和项目尽职审查的不同阶段对
涉及的相关人员，不分部门捆绑进行考核。对
已批未放贷款，努力做好二次营销工作，加强与
省行沟通，争取早投放早收益。三是加快推进
普惠金融，完善网点普惠金融功能。开展普惠金
融业务专项拓展竞赛活动，制订活动方案，完善
服务措施，建立专项考核机制，以支持小微企业
为突破点，加速推进基层网点综合运用多种金融
产品支持实体经济的战略。四是全力支持城镇
化建设和新型社区建设。跟踪新型城镇化建设、
新型社区建设、新农村建设步伐，积极推进惠农
网点的普及。延伸服务渠道，加快县域支行建
设，原阳县支行已在年初开业，多家县域支行、普
惠金融网点正在积极筹备中。 （杜太升）

为助力高考学生圆梦，给考生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考试
环境，商丘市睢阳区人民检察院提前谋划，组织各部门干警十
余人组成“跟我来”志愿者服务队，在今年高考期间，在市内高
考点附近设立高考志愿服务点，开展爱心助考服务活动。6月
7日一大早，睢阳区检察院“跟我来”志愿者服务队的干警来到
睢阳区良浩高中考点门前，支起一顶红色爱心助考大帐篷，篷
内桌上摆放着十余箱矿泉水，篷边的“睢阳区检察院爱心助考
服务点”垂帘格外醒目。早上8时许，考生和家长陆陆续续地
来到考场外，考场周围聚集了不少人，志愿者们在考场门口维
护秩序，为考生以及家长们提供现场引导、文明劝导，及时向
他们提供矿泉水、风油精等防暑物品，同时告诉考生要安心考
试，放松心情。伴随着考试开始的信号，考生在考场认真答
题，尽展所学。考场外，志愿服务者们却不敢有丝毫松懈，随
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睢阳区检察院组织“跟我来”志
愿者服务队在高考期间开展服务活动，全程为考生及家长提
供无偿帮助，最大限度地降低考生的时间、人力成本；同时，该
活动将极大地缓解考场附近的交通运输压力，为考生提供一
个相对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检察干警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谱
写一曲“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之歌。（张蓓 李志勇）

“通过一系列帮扶措施的落实，后
张村班子强了，人心齐了，环境美了，
群众富了，2017年年底实现了贫困村

‘摘帽’！”鄢陵县审计局驻张桥镇后张
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张秋玲这样讲述自
己驻村的经历和收获。对鄢陵县司法
局驻马坊镇姚庄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刘
红跃来说，单位支持鼓足了他的干劲，
他为姚庄村修建了文化广场、水泥路、

改建了村委院，开展免费健康体检 280
余人次……近年来，鄢陵县把选派第
一书记作为夯实基层基础、实现精准
脱贫的重要途径和抓手，先后选派 117
名优秀中青年干部到贫困落后村任第
一书记，围绕精准扶贫工作，当先锋、
作表率，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积极作
用，确保第一书记身入基层、心入群
众。 （郑中阳 任永辉）

节假日往往是“四风”反弹的高发
期，为给党员干部敲警钟、扯扯袖子、念
念紧箍咒，让党员干部时刻保持清醒的
头脑，清正廉洁过佳节，日前，在端午节
来临之际，洛阳洛龙区开元路办事处全
体党员干部均能收到短信温馨提醒，“粽
子艾叶香满堂，廉洁自律记心上。每逢
佳节倍思廉，风清气正过端阳”……这
是强化对党员干部的早教育、早提醒，传

递反腐正能量，奏响廉洁主旋律。6月
14日下午，在每周全员政治学习例会
上，开元办纪工委先是向全体党员干部
传达了区纪委关于风清气正过端午的
文件精神，随后组织大家集中观看了《中
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解读微电影，提
醒广大党员干部“清廉常挂心里头”，时
刻牢记廉洁自律，警钟长鸣，将廉洁自律
的种子深植于心。 （张品）

为进一步弘扬宪法精神，发挥领导干部在
学习宣传宪法中的作用，近日，郑州市金水区
南阳新村司法所在大桥医院举办宪法专题讲
座，办事处约 20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此次讲
座由南阳新村司法所所长胡品晶主持，特邀请
河南文中律师事务所王俊令律师授课，王俊令
通过详实的资料、生动的案例阐述了 2018 年

宪法修改的原则、历程和内容解读及宪法修改
与国家生活中最根本问题的关系。通过学习
加深了领导干部对宪法的认识和理解，提升了
依宪履职能力。大家纷纷表示，要把拥护宪法
的决心落实到工作中去，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为南阳新村的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 （郭喜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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