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缤纷双节至 旅游盛宴来

本期关注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刘洋

如何贯彻落实郑州市结对帮扶卢氏县工作方
案，加快卢氏旅游业发展，助力卢氏脱贫攻坚？

9月 13日、14日，郑州市旅游局组织省会知名
旅游景区、酒店、旅行社、旅游投资商、电商等20多
家旅游企业走进三门峡卢氏县，进行实地考察，就
旅游产业助力卢氏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对接、座谈，
并送去了实实在在的旅游帮扶“大礼包”。

郑州旅游“走亲戚” 卢氏喜获“大礼包”

自由山水美不胜收，清清卢氏令人陶醉。但同
时，卢氏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是秦巴山集中连片特困
地区和我省“三山一滩”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
发生率居全省之首。按照全省脱贫攻坚第六次推进
会议部署，郑州市结对帮扶卢氏县脱贫攻坚工作。

为了进一步研究对口帮扶相关事宜，郑州市旅
游局率结对帮扶工作组看望深山里的“亲戚”，深入
卢氏豫西大峡谷、豫西百草园、文峪乡红石谷·樱桃
沟、汤河村河东组和双龙湾等旅游景区（点）实地考
察，详细了解卢氏旅游发展现状，把脉乡村旅游发展
思路。工作组成员表示：卢氏拥有良好的旅游资源

禀赋，但要找准产业优势，妙解脱贫难题。大家将
不遗余力地支持卢氏，携手卢氏旅游脱贫攻坚。

据悉，郑州市旅游局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
结对帮扶工作的决策部署，高度重视对卢氏的结对帮
扶，这是该局党组在前期3次深入对接的基础上，针
对性开展的一次帮扶活动。

结对帮扶措施正有序开展，卢氏旅游郑州宣传月
已于本月启动。在脱贫攻坚期内，郑州市每年都将在
春秋旅游旺季启动卢氏宣传月活动。此前，郑州市在
暨南大学(深圳)举办旅游产业转型发展培训班，该局
将卢氏旅游人才培养纳入本次培训，卢氏旅发委有关
同志应邀参加。接下来，按照结对帮扶计划，郑州市
旅游局将协助卢氏在省会举办旅游线路和特色旅游产
品推介会，助力卢氏高质量发展生态游、乡村游、特色
文化游，推动卢氏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产业优势……
这些实实在在的“大礼包”为卢氏旅游带来发展活力。

送来扶贫“及时雨” 搭建脱贫“连心桥”

郑州市结对帮扶卢氏，是贯彻中央扶贫开发战
略思想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省政府脱贫攻坚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给卢氏脱贫攻坚送来了“及
时雨”，搭建了郑州与三门峡卢氏县的“连心桥”。

在9月13日举行的“郑州市旅游局结对帮扶卢氏座
谈会”上，郑州市结对帮扶工作组成员畅所欲言，共
同为卢氏旅游发展出谋献策。

“卢氏县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完善旅游服
务功能，吸引更多游客；政府与企业要形成合力，大
力开拓市场，让卢氏旅游真正‘走出去’。”郑州市旅
游局副局长李明伟表示，郑州市旅游局将鼓励郑州
旅游企业与卢氏加强对接，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加快
项目建设，丰富旅游业态，助推旅游高质量发展。

郑州市旅游局副调研员龚伟从打造精品民宿、
宣传营销、扩大客源、帮扶措施等方面提出建议。

“卢氏旅游不仅要打造核心吸引物，还要做好文
化的挖掘、整理、传承、创新和活化，以此拓展客源市
场。”港中旅嵩山少林景区副总经理李庆伟建议。

运用“互联网+”的思维带动精准扶贫成为一种
新模式。电商服务平台好多巴多河南省服务中心
负责人周闻均表示，他们将打造以县域为核心的旅
游电商平台，把卢氏香菇、木耳等农特产品卖出去，
为脱贫致富开创一条互联网途径。

手拉手帮扶，心连心对接。作为脱贫攻坚的使
命承担者，郑州市旅游局将携手卢氏深化交流合
作，共写旅游发展新篇章，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朱天玉 廖涛

“俺在宝天曼景区上班就是好呀，能照顾老小，
收入又稳定，比出门打工强多了！”9月 16日，在南
召县乔端镇采访时，玉葬村 46岁的贫困群众赵保
峰满怀喜悦地说，他身兼护漂员、保洁员，每月收入
2200元。

在南召县，像赵保峰这样搭乘旅游产业发展快
车道致富的贫困群众不在少数，他们在当地旅游产
业发展中就业创业，实现了稳定增收、快步脱贫。

“用好宝天曼这个金字招牌，把丰富的旅游资
源变成经济优势，把山珍资源变成旅游产品。”南召
县宝天曼旅游公司董事长李清芳说，公司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扶贫模式，流转了玉葬村全部土
地 600多亩，发展山茱萸和林果种植，带动全村 69
户贫困户入股企业，预计到2019年年底，贫困户户
均收益可达1.5万元。

同样的扶贫模式在该县五朵山旅游区也开花
结果，五朵山旅游公司立足当地资源优势，依托企

业资金、技术、信息优势，同时注册成立了中药
材、水产、食用菌、旅游工艺品加工共 5个类型的
专业合作社，动员群众种植食用菌、中药材，养殖
蜂蜜、虫草鸡、水产品，编制竹制工艺、开发特色
旅游商品，公司则统一收购、统一商标、统一包装、
统一营销。

四棵树乡大柳树村贫困户韩长法过去养殖 2
箱中华蜂，加入五朵山旅游公司的利众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后，合作社免费向他发放了 3只蜂箱。
韩长法兴奋地算了一笔账：“蜜蜂采花酿蜜零成本，
一箱蜜蜂每年能产 20斤山蜂糖，一年下来至少收
入12000元。”

目前，景区周边 8个村的 462户贫困户都加入
到了“甜蜜产业”大军中，年产山蜂糖 1万斤以上，
与五朵山香菇、松林虫草蛋、大柳树编织、九龙湖寒
水生态鱼等共同打响了五朵山旅游商品品牌。

在旅游产业发展中，南召县重把产业发展与群
众致富统筹布局，以多彩田园为基础，修复传统村
落，弘扬传统文化，为旅游产业平添了无限魅力。

云阳镇铁佛寺是远近闻名的“石头村”，茂林修
竹、古藤老树中掩映着别具一格的石板路、石头房、
石拱桥、石碾、石磨、石花盆等石器，和42套、100多
间上百年的石头房，犹如一座青石古堡，古色古香。

该县投资 300余万元在村里建起了游客服务
中心、网络营销中心，发动贫困群众发展“咱家小
院”“紫藤人家”“土香土色”等星级农家乐18家，民
宿宾馆 6家，2017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8万人次，
为群众带来经济效益150多万元。

目前，该县围绕发展“吃农家饭、住农家院、干
农家活、体验农家生活”的农家餐饮和游乐项目，建
设了25个有产业基础、有地方特色、有文化韵味的
乡村旅游示范点，培育星级农家乐宾馆 400多家，
带动3000多户农民脱贫致富。

如今，以五朵山、宝天曼、百尺潭、白河漂流等
为主的景区，累计带动贫困群众1800余人，人均年
纯收入5500元以上。

以旅游开路，让村民致富，成为南召县“旅游＋
扶贫”的最生动诠释。

手拉手帮扶 心连心对接
——郑州旅游结对帮扶工作组深入卢氏考察调研

南召：“旅游＋扶贫”助力奔小康
开封清明上河园即将迎来开园二

十年。为回馈广大游客，景区特别推出
免费穿宋装游清园活动。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上
万套够你挑选的宋装，上百个足够你中
意的角色，只等你走进这幅“清明上河
图”，成为“画卷”中的主角。据悉，免费
穿宋装，不仅可以在“孙羊正店”就餐享
受优惠，在“梦回大宋体验馆”购买文创
产品有神秘礼品相赠，还有机会赢取

“清园礼物”一份。同时，着宋装可在
《岳飞枪挑小梁王》演出时优先进入看
台区，随机与演员或商户合影。（李姗）

9 月 14 日，山东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
（河南）推介会在郑州举行，“红荷之都、泊上森
林、醉氧天堂”诚邀河南游客到滕州微山湖湿地，
赏曼妙秋韵。来自河南各地的百余家旅行社及
省内主流媒体陶醉在中国荷都的独特魅力之中。

微山湖湿地红荷旅游风景区内山水辉映、红
荷绿苇、鸥骛翔集，如诗如画。这里不仅是体验
水乡风韵、感受湿地风情的绝佳地，也是休闲度
假的所在。滕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微山湖湿地管
委会主任孙剑表示。

在推介会上，该景区金牌导游张贝贝的推
介，让大家领略了独特的湿地风情、优美的水乡

风韵。同时，郑州知行旅行社董事长孙科普进行
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全年旅游产品发布，并与河
南省多地区旅行社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下一步
合作发展意向达成一致，为景区宣传推介工作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微山湖湿地集团董事长刘晋军说，本次推介
会全面展示了滕州微山湖红荷湿地景区旅游发
展的丰硕成果，提升了“红荷之都、泊上森林、醉
氧天堂”在河南的品牌影响力。接下来，该景区
将加大与河南旅游的区域合作交流，共同促进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助力打造鲁西南地区富有吸引
力的旅游目的地。 （张莉娜）

青峰高耸，峡谷深悠，玻璃栈道走一走，便知胆
量有没有。

9月 15日，颇具特色的 7D玻璃景观天桥——竹
林长寿山景区玻璃天桥全新迎客。数千名游客纷纷
前往长寿山，抢先体验惊险和刺激。

置身长寿山间，如行画中。站在桥上，高山之壮
美、丛林之隽秀尽收眼底。长寿山景区玻璃天桥是该
景区继网红桥、七彩旱滑、水上乐园等项目后的又一
力作。天桥全长220米，悬空110米，以唯美巧妙、高
端大气的雄姿横亘在两座山岭之间，震撼的7D全息
画面与高耸玻璃天桥完美结合，让惊险刺激再升级。

7D玻璃天桥与普通玻璃天桥相比，不仅有让人
发抖的透明玻璃，还有7D体验的惊险之感。天桥能
根据光线照射的不同角度，显示不同的特效视觉效
果，颠覆了游客对高空刺激的认知。

同时，一年一度的长寿山红叶节将至，诚邀大家
前来观山水、赏红叶、体验玻璃栈道。 （雷争鸣）

2018“墨子古街杯”全国越野摩托车公开赛
10月 4日—6日将在鲁山县尧山镇墨子古街风
景区惊艳举行。其间，来自各地的越野摩托车车
手，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精彩对决。

记者从中国墨子文化旅游区管委会了解，本
届比赛将设人工障碍赛、爬山赛、林道赛段等三
个项目。国内外的摩托车越野赛车手可以任意
报名参加一个单独的项目，也可以参加两个或者
三个项目。

“墨子古街”位于河南省鲁山县尧山镇西部，
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墨子
生活的地方。这里山清水秀、山峦起伏，造就了
众多自然美景，是旅行度假的好去处。墨子古街
是著名的国家 AAAA级风景区，景区里除了山

水美景，高空玻璃栈道，100多种民俗风味小吃
外，还有很多独到的内容，如，墨子古文化演艺，
墨攻古战争实景演艺，古镇内铁轨火车穿山过河
别有一番情调。在这奇山秀水之间，国庆长假期
间，还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越野摩托车英雄大会等
着你来一饱眼福，届时来自各地的摩托英雄可以
跟你来个亲密接触，你也可以目睹这些飞檐走壁
的摩托高手们的飒爽英姿。

该项赛事实现了体育赛事与旅游产业的完
美结合。它的顺利举办，将有利于促进体育赛
事与旅游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加快提升鲁山
旅游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并带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实施。

（刘春香）

皎洁的明月、璀璨的灯光、辽阔的草
原、多彩的金秋……中秋小长假到来之
际，淇县将倾情推出云梦山南天门赏月、
空中草原马背之旅、古灵山梦幻灯光秀、
朝阳山颂月诗会、摘星台管乐团演奏会等
精品线路，为广大游客朋友精心呈现秋游
赏月、纵情山水的旅游盛宴。 （张小燕）

在田地里开 PARTY、逛山货大
集、吃千年古村落里的长桌宴……9月
22日—24日，“郏县丰收季”活动将在
平顶山郏县茨坝镇举行。

9月 23日（农历秋分）将迎来首届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郏县茨芭镇，丰
收的谷堆金灿灿，老街两端的小广场支
起铁锅，花生、红薯、玉米、肉等上锅蒸
煮，清香扑鼻。田园里百米长桌上，摆

放的有当地的六绝特产美食，喷香的花
生、红薯、玉米，绿色有机的田园时蔬，
琳琅满目，游客与当地的村民共举杯，
在千年古村落里庆祝农民的节日。山
货大集、郏县特产、美食小吃，让您收获
满满。烤红薯、刨花生、剥玉米等乡情
乡景活动及滚草球比赛、抢收抢种游戏
等田园互动游戏，让您感受一个有趣的
丰收年。 （张丽）

9月 15日,由河南省旅游局举办的
针对新疆旅游行业从业者的“全域旅游
培训班”开班仪式在郑州举行,此次培训
截止9月20日。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朱
建伟在开班仪式上说,为保证培训效果,
河南省旅游局邀请了省内知名旅游专家
授课,到省内最好的全域旅游示范点进
行考察交流,并安排当地主要负责人介
绍乡村旅游发展经验。希望学员们通过
这次机会多到河南走一走、看一看,相互
借鉴旅游发展经验,为推动两地旅游业
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近年来，河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援疆工作，已从最初的干部援疆，到现
在产业援疆、全方位的援疆。

据悉,培训期间,来自兵团十三师
和哈密市的 40名学员,将赴洛阳栾川
和嵩县进行实地教学,同时,就新时代
下全域旅游的理念与实践，重渡沟旅游
扶贫实践经验，全域旅游与产业融合模
式经典案例，文旅融合发展趋势、路径
与创新模式，全域旅游视角下的旅游风
险防范与安全管控等话题,与河南的旅
游专家、学者展开研讨。 （于正华）

巩义市竹林长寿山
7D玻璃景观天桥开放迎宾

全国越野摩托车公开赛将在鲁山举行

山东滕州微山湖湿地诚邀河南游客

豫新合作共助两地旅游发展

郏县：待您感受农民丰收节

清明上河园：邀您免费穿宋装

驻马店南海禅寺：等您赏菊话禅

9月 22日起，驻马店汝南县南海禅寺
景区将端出一道菊花盛宴。据悉，南海菊
展共设置六大展区，60个主题景观造型，
各类精品观赏菊达600余种30万株，中华
盛世、花耀天中、孔雀开屏、莲花佛指、龙
凤呈祥等，各具特色。本次菊展特聘中
国菊花菊艺吉尼斯纪录创造者马威操
刀，截至11月 2日。 （刘春香）

淇县：盼您游山水赏明月

中秋节期间，老君山又送门票啦。
9月 21日 24：00之前,关注老君山

微信公众号、老君山新浪微博，直接回
复：姓名+车牌号即可领取门票。9月22
日至9月24日，凭车辆行车证，每车可到
老君山票务中心领取门票2张。栾川居
民可直接免门票入园。 （周向毅）

老君山：约您免门票赏秋韵

双节将至，济源各大景区已经备好
了旅游盛宴，等您前来赏秋。

9月 22日—10月 31日，2018王屋
山金秋养生季闪亮登场，届时将有王屋山
第二届吃土大会、万人健步游福地、逗趣
舞蹈大赛、王屋山千人太极盛会、秋季摄
影大赛、抖音大赛、红叶节等丰富活动。

9月22日—9月24日，五龙口景区
将举办游狂欢节——猴王争霸活动。主
办方将邀请全国百名美猴王齐聚中国猴
山，共庆中秋佳节。届时景区将制作巨

型花式月饼供游客免费品尝。10月 1
日-10月7日，景区还将举办“西游狂欢
节——仙魔送祝福·国庆嗨翻天”活动，
不同主题的精彩演艺带您梦回西游。同
时，抖音打卡圣地，魔性舞蹈串烧、猴山
挑战门、呐喊喷泉等多种玩法轮番登场。

同时，小浪底景区将于 9月 22日—
24日推出“中国农民丰收节”。小沟背
景区从即日起至 9月 30日举办“探女
娲足迹·觅补天异石”活动，让您的双节
与众不同。 （李淼淼）

济源：请您愚公故里健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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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花品牌系列报道之四

近年来，我国农业种养机械、农产品加工机

械、农产品加工技术等方面自主创新能力不

足。目前，加快推动中国农业自主创新能力，鼓

励农业企业研发和掌握核心技术已经迫在眉

睫。

在国内农业领域建立起自主可控产业链

条、完全掌握核心技术，这并非没有可能，花生

产业便是一个很好的样本。花生自主可控的产

业链条建立，与行业龙头企业山东鲁花集团多

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山东鲁花集团花生油年加工能力 150 万

吨，已经形成了花生从良种培育、繁育推广，到

生产加工、市场销售等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为解决花生油黄曲霉素问题，鲁花集团创

始人孙孟全带领研究团队，耗时 6年时间攻克

所有技术难关，研制出了“5S物理压榨工艺”。

在不改变花生油的营养、风味等品质特征

的情况下，“5S物理压榨工艺”成功去除花生油

中的黄曲霉素，解决了这一世界性难题，使中国

食用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达到了世界领先水

平，2013年，该工艺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刷新了中国食用油行业20多年来的“技术

新高”。这也是鲁花为花生油领域技术创新作

出的一大贡献。

除此之外，近些年鲁花参与促成国内花生

良种的更新换代，以高油酸花生替换传统花生

品种。

早在2009年，鲁花集团就成立了农业科技

推广公司，专门从事花生良种的引育试验、生产

示范、经营推广。2013年以来，联合国内科研

机构参与研发适合国内不同地区种植的花生新

品种10多个，目前已发展高油酸花生良种繁育

基地10万亩。

为了解决花生产业链延伸问题，鲁花在

2014年联合江南大学共同研发“高温花生粕生

产浓缩蛋白方法”申请立项，获得了山东省自主

创新及成果转化专项支持，成立生物蛋白公司，

利用生物技术对花生粕进行精深加工。

“高温花生粕生产浓缩蛋白方法”通过生物

发酵技术，成功去除花生粕中的黄曲霉素，提高

花生粕的质量，使花生粕能够运用到高端饲料，

实现净利润每吨增长1300-1500元，延伸了花

生产业链条。

山东鲁花集团的实践证明，农业全产业链

条自主可控的实现，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以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企业创造力，可促

成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

鲁花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孙东伟表示，农业

要实现现代化，首先需要改变农业经营方式问

题，同时农业技术也必须受到高度重视。“三农”

问题最终要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农业

不强，农民就富不了；农业要强就要靠技术，这

也是“给农业插上科技翅膀”的现实意义。

鲁花探索农业自主可控产业链条发展模式 为继续推进辖区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的深入开展，日前，郑州金水区南阳
新村办事处在东风社区举办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知识宣传活动。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李昕、街道纪工委书记郑顺英、
文化路公安分局治安大队副大队长彭
天龙、文化路公安分局南阳新村治安中
队队长刘红华、街道党工委委员赵宇、
南阳新村司法所长胡品晶，以及 11个
社区民警和12支社区队伍的居民朋友
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采取悬挂横幅、发放宣传资
料、知识问答等方式对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进行集中宣传，发动广大群众检举揭
发涉黑渉恶违法犯罪行为，进一步巩固
了扫黑除恶群众基石。此次活动共发
放“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2000余份，
群众回答知识问答400余条，收到了较
好的社会效果。 (张玲霞)

开展扫黑除恶知识宣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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