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海方）为有效缓解
市民停车难和如厕难，今年8月1日，漯
河市众多机关事业单位正式对外免费
开放内部停车场、卫生间。其执行情况
如何？记者近日进行了暗访。

9月17日下午，记者来到市委机关
大院门口，表示要进去如厕，值班门卫
热情指引记者到市委老楼一楼东侧卫
生间。问及是否需要登记身份证件，门
卫表示不需要。此后，记者前往漯河市
水利局、税务局、总工会等单位，看到开
放如厕都在顺利落实。

早在2014年，漯河市便试点启动
机关事业单位停车位、厕所免费向公
众开放。“当时规定的开放时间主要在
节假日，现在则是‘升级版’。”漯河市
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李顺祥介绍，
漯河市今年专门出台意见，要求除遇
重大活动或其他特殊情况并预先对外
公告外，全市机关事业单位的卫生间将
无条件全天对外开放；停车场节假日全
天对外免费开放，工作日的18:30至次
日7:00对外开放。截至目前，全市共
有76家单位对外开放停车位 917个、
卫生间168个、健身器材123套。

对外开放厕所和车位的单位，门口
多有醒目的蓝底白字告示牌，标注着开
放的时间、车位数量、举报电话等。“我
已经在三四个单位都停过车，特别是周
末到附近玩，把车停到机关单位院里最
安全。”市民王先生说。

如何保障开放的常态化？李顺祥
说，他们经常对此进行督导检查，并接
受电话举报，迄今尚未发现一起违反规
定的情况。目前，他们正在制作更多的
告示牌，计划在一年内，逐步开放除涉
密单位、军队等之外的全部机关事业单
位的厕所和停车场。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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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

本报讯（记者 宋敏 通讯员 赵晶
晶）9 月 18 日，记者从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服务旅客中秋
小长假便捷出行，9月 21日至 24日，该
公司将增开直通临客列车13对，增开管
内临客列车22对。

中秋小长假期间，铁路客流以探亲
访友、学生流为主，其中省内短途客流
量较大。该公司将采用高铁、城际、普
速“互补”的运输模式，最大限度满足旅
客出行需求。据悉，郑州铁路增开的13
对直通临客列车中，高铁列车2对，车次为
郑州东—北京西G4568/7次，商丘—武
汉G4535/6次；普速列车11对。此外，增
开管内临客列车22对，主要往返郑州、洛
阳、商丘、焦作、安阳、南阳等城市之间。

据了解，全省各大火车站售票厅
（处）多实行售取分离、售退分开制度，设
立取票专区、退票专区，将增加售票处、
实名制验证、安检查危、进站检票等岗位
人员，有序引导旅客安全乘降。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9月 17日下
午，随着太康县道情艺术保护传承中心
创排的《王金豆借粮》在安阳大剧院精彩
上演，由省文化厅、安阳市人民政府主办
的第二届晋冀鲁豫传统戏剧展演活动拉
开帷幕，9天时间里，晋冀鲁豫四省带来
的18场精品大戏邀您来观看。

此次展演主要邀请分布于晋冀鲁豫
四省交界处的剧种参加，以稀有剧种为
主，其中，山西、河北、山东每省2个剧种，
我省4个剧种。参演剧目多为四省国家
级非遗传统戏剧类项目，且全部选用传
统剧目，如上党落子《程咬金招亲》、晋剧
《富贵图》、大平调《闯幽州》、吕剧《小姑
贤》、宛梆《铜台关》等，戏迷观众可欣赏
到各剧种原汁原味的特色表演。③4

本报讯（记者 栾姗）郑州嵩山少
林寺（5A）门票价格由100元/人次降
为 80元/人次、洛阳龙门石窟（5A）门
票价格由 100 元/人次降为 90 元/人
次、焦作云台山（5A）门票价格由150
元/人次降为 120 元/人次、小浪底
（4A）门票价格由 50元/人次降为 40
元/人次。9 月 18 日，省发改委召开
景区门票新闻通气会，宣布降低 4家
省管景区、3家市县管景区的门票价
格，平均降价幅度 20%，让群众旅行
的脚步更轻松。

这次降价自 9 月 20 日 0 时起执
行。在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前，我
省国有景区门票摁下“降价键”，无疑
是送给老百姓的一个大礼包。

长期以来，景区门票价格过高遭
民众抱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认为
当前景区门票价格“太高”“偏高”的
游客高达 72.3%。尤其是当国家 5A
级景区门票价格纷纷进入“百元时
代”，门票价格过高已经成为影响人
们旅游出行的一大绊脚石。

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完善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降低重点国有
景区门票价格的指导意见》，这次降价
的重点是以利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国家公园等公共资源建设，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为5A级，且现行
门票价格水平较高的国有景区，并积
极推动4A级及以下国有景区降价。

省发改委收费管理处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郑州嵩山少林寺、洛阳龙
门石窟、焦作云台山、小浪底景区等4
家重点国有景区是我省首批降价景
区。其中，洛阳龙门石窟和小浪底景
区门票价格在此次降价之前，于2015
年已经分别下调了20元和 10元。根
据 2017 年游览人数测算，此次降价
每年可为游客降低负担1.5亿元。

同时，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另有3
家市县管理的国有景区也出台了降
价方案：许昌市禹州大鸿寨景区（4A）
门票价格由 40元/人次降为 32元/人
次；驻马店市汝南县南海禅寺景区
（4A）门票价格由 50元/人次降为 40
元/人次；驻马店市确山县老乐山景
区（4A）门票价格由 60元/人次降为
旺季50元/人次，淡季40元/人次。

“1 个人买 7 个景区的门票就能
省 98 元，3 个人算下来可以省 294
元。”这位负责人算了一笔账。她还

透露说，国庆节前还有13家国有景区
拟实施降价措施。

“这次降价也是契机。”焦作云台
山景区的有关负责人说，他们将针对

游客高质量的游玩需求，以青山绿
水、休闲养生为主题，推出丰富多样
的旅游产品。

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谷建
全说，这次国有景区带了一个好头，
在旅游市场竞争激烈的背景下，有可
能形成更多景区门票的“降价潮”，形
成国有景区与非国有景区间的“正和
博弈”，而降价的红利将直接让旅客
分享，最终激活的是河南的旅游经
济。③5

□栾姗

“诗与远方”固然吸引人，但迟滞

你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往往

就是一张价格高企的景区门票。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日益提高，旅游已成为大众化的

消费方式。面对越来越多的游客，“门

票经济”固然可以为景区带来一定的

经济效益，但满足于单纯靠门票盈利

的模式，必然导致旅游产品业态单一、

粗放低质，不仅无法满足游客的多样

化需求，也会严重抑制旅游产业链的

延伸。

降价甚至免费却带来了更多的可

能性。杭州西湖景区从 2002 年 10 月

免费开放以来，虽然景区少了几亿元

的门票收入，但全市的旅游总收入却

从 2002 年的 294 亿元一路跃升到 2017

年的 3041 亿元。门票收入在杭州旅

游业中的占比越来越低，住宿、餐饮、

购物、培训等其他旅游相关产业为当

地带来的收入却越来越高。③5

门票价格做“减法”旅游活力用“加法”

我省7家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台账民生

莫让“门票经济”
成为绊脚石

中秋小长假

郑州铁路增开
直通临客列车13对

18场精品大戏等你来

漯河76家单位
免费开放厕所和车位

我们的节日 中秋

再登太庙 力推新品

中国高端白酒进入“水井坊时间”
9 月 12 日，高端白酒品牌水井坊

在北京太庙举办了名为“传世盛典”的
大型品牌文化活动，再登太庙的水井
坊，深入挖掘传统文化魅力，以传世

“酿酒技艺”“大师匠心”“美酒佳酿”三
大核心为依托，彰显了中国五千年文
明沉淀出的传世之美。

在去年的“天工御宴”之上，作为首
登太庙的高端白酒品牌，水井坊以自身
600年的深厚底蕴，致敬太庙600年的
中华文脉，并发布了全新的品牌战略：

“600年每一杯都是活着的传承”。时
隔一年，水井坊不仅围绕品牌战略交出
了一份让大众满意的“文化答卷”，更在
持续思考如何以创新的方式，不断为传
统文化发声，使中华悠久灿烂的文化精
髓能够长久地世代传承，由此提出“传
世”的全新概念，将其作为“传世盛典”
这一水井坊大IP的立足之本。

此次“传世盛典”开场不久，水井
坊便以视频的形式，第一次将“秋酿”
这种传统白酒酿造过程中古已有之的

习俗，带到了现场嘉宾们的面前。伴
随着光影的演绎，代表水井坊最高酿
艺、平均有着超过 18 年酿酒经验的

“非遗班组”，缓缓推开了尘封百日的
酒坊大门，仿佛为观众们打开了传统
酿酒领域的大门，首次全方位、多角度

地呈现了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艺的流
程，让大家对自己品饮的美酒有了全
新的认知，通过“秋酿”的展示，水井坊
全面拉近了大众与传统技艺之间的距
离，让更多人了解了中国传统白酒文
化的博大精深。

随着活动流程的推进，水井坊国家
级非遗酿艺传人林东，将水井坊新一代
酿酒师中的翘楚魏江志正式收为弟子，
并举行了庄重的拜师仪式，意味着水井
坊九代大师一脉相承的匠心有了新的
传承；随后，水井坊还发布了潜心打造
的超高端收藏系列新品“水井坊·博物
馆壹号”，这款由水井坊博物馆原址酿
造的美酒，经国家级酿酒大师亲手优选
不足1%的优质酒体打造，瓶身由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漆线雕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80岁的蔡水况大师领衔
设计雕琢，酒体具有陈、润、韵等多重
口感，1000毫升装，售价为 10998元，
全国限量 2018瓶，并附赠两只由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都漆艺代表性
传承人尹利萍大师领衔团队手工制作
的专属酒具“炫金流彩杯”。因此，该
产品被认为是水井坊“为鉴赏家打造
的限量文化之作”，并被作为国礼赠送
给了俄罗斯领导人。

此次活动大获成功后，水井坊方

面表示，将会持续对“传世盛典”这一
IP进行系列化运作。由此不难看出，
手握“双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水井坊博物馆和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水井坊酒传统酿造技
艺”，水井坊在将品牌与传统文化进行
深度结合的过程中，探寻出了一条与
传统文化和谐共生、共创共赢的发展
之路，并走在了时代与行业的前列。

事实上，在水井坊等先行者的引
领下，越来越多的高端品牌开始从不
同角度尝试与传统文化“亲密接触”：
奢侈品巨头 GUCCI 2017 年的秀场，
将中国刺绣、盘扣、龙凤、祥云、仙鹤等
传统古典文化之风运用到品牌设计理
念中，开始探寻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
国际舞台上的呈现。而科技巨头将传
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相结合，联合推出
了首套“Kindle Paperwhite X 故宫
文化”联名礼盒及定制保护套，以创新
的模式传承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激
发大众阅读热情……在力求营销创新

的同时，这些顶级品牌都在为传统文
化走入寻常百姓家尽着自己的努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传世盛
典”早已不局限为一场品牌活动，更像
是传统文化交流、碰撞、创新、突破的
一个平台，汇聚着让传统文化传承延
续的力量，也指引着传统文化焕然新
生的方向。对于水井坊而言，将“传世
盛典”进行系列化演绎，更是希望以此
让那些悠久灿烂的文化精髓，在“传
世”的命题之下，融入平凡“世”事，传
承千秋“世”代。

盛大的水井坊传世盛典活动现场

精雕细琢的水井坊·博物馆壹号

焦作市修武县云台山景区风景秀丽（2017年7月27日摄）。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讯（记者 栾姗）9 月 14 日，记
者从全省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厅际联席
会议第二次全体成员会议上获悉，燃气
公交车、出租车纳入民生用气保障范围，
不得列为压减用气对象。

据介绍，我省今冬明春供暖季天然
气供需形势依然严峻，截至8月底，我省
天然气表观消费量 73.4亿立方米，同比
增长11.3%，呈“淡季不淡”的态势，预计
供暖季天然气需求量仍将较快增长。“但
在用气高峰期，民生用气只占全部需求
的约 40%，这一部分需求是完全有条件
有能力满足，也是必须满足的。”省发改
委相关负责人说。

针对去年入冬以后，天然气供应紧
张，个别地市出现燃气公交车、出租车排
队加不上气的情况，我省今年将指导城
镇燃气企业把燃气公交车、出租车纳入
民生用气保障范围，并鼓励在用气高峰
期，采取错峰加气、提高加气价格并给予
相应财政补贴等配套措施，或者推广使
用其他清洁能源公交车、出租车，有序引
导减少车辆加气需求，避免出现加不上
气、排队加气等情况。③9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摄影报道

9月14日，记者在郑州市纬二路上
行走时发现，沿路两旁的井盖一改“灰
头土脸”形象，化身成愤怒的小鸟、可爱
的猫咪、喜羊羊等十分惹人喜爱的卡通
形象；与此同时，街头的配电箱也不再

“高级灰”了，变成了一幅幅山水风景
画，吸引了众多路人围观和拍照。

原来，为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郑
州正在推行“路长制”，井盖、配电箱美
化也属于其中的一项工作内容。此次
施工，配电箱上主要以风景画为主，而
井盖则主要以低碳环保、文明出行及
卡通画为主题。“我们是从9月 10日开
始施工的，目前已经画了 100多个井
盖和 20多个配电箱。”施工画师李博
介绍说。②26

燃气公交车、出租车
纳入民生用气保障范围

配电箱配电箱、、井盖披井盖披““彩衣彩衣””

上图 彩绘人员正在郑州市纬二路绘制下水道井盖。
左图 郑州市纬二路与经四路交叉口美化后的配电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