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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和远方激情互动 全域旅游精彩绽放
——全省国庆黄金周旅游综述

全域旅游拉动效应明显，文明旅游蔚然成风，旅游市场
安全有序……国庆黄金周期间，全省共接待游客 6186.6 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64.6 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分别
增长33.5%、37.7%，双创历史新高。

■郑州市：中心城市实力强

刚刚过去的十一长假，郑州各大景区景点和乡村旅游较
往年异常火爆。郑州市旅游局发布的重点统计和抽样调查
结果显示，郑州市共接待游客 1700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43%，旅游收入56.15亿元，同比增长19.78%。

据统计，纳入郑州市旅游局统计的 17家景区共接待游
客 203.421万人次，同比增长 37.07%。少林寺景区、黄河风
景名胜区、康百万庄园、中原福塔、园博园、竹林长寿山、偃月
古城、樱桃沟景区、中牟方特欢乐世界、绿博园等多家景区游
客接待量呈井喷式增长，旅游指标再创新高。

除了重点景区，乡村旅游异军突起。以巩义竹林长寿
山、二七樱桃沟和新郑西泰山村为例，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
近百万人次。伏羲山、大熊山、始祖山附近的贫困村受景区
带动，餐饮、土特产销售收入明显提升。

国庆期间，杜甫故里景区举办穿越唐朝会诗圣活动，登
封嵩山景区每日举办《少林英雄会》室外表演专场和大型迎
宾式；新郑市举办中华枣乡风情游活动……一系列文化旅游
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游览、体验。 （陈迎军）

■洛阳：历史文化受追捧

国庆假期，洛阳市旅游市场人气旺盛，亮点纷呈。10月
1 日—7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 628.36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53.2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3.84%、17.1%。主要旅游景区
（点）接待游客355.73万人次。

历史文化游备受游客追捧，洛阳市传统的人文历史旅游
保持着强劲势头，龙门石窟、白马寺、洛邑古城、天堂明堂等
景区吸引了大批游客。龙门石窟人气爆棚，能容纳近 7000
辆车的智慧生态停车场一位难求，10月 4日当天接待游客近
6万人次，七天假期，共接待游客28.71万人次。 （朱天玉）

■焦作：文旅融合得青睐

10月 1日—7日，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234.82万人次，同
比增长47.91%，游客人均花费855.17元，同比增长27.64%，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08亿元，同比增长78.04%。

文旅融合受热捧。节日期间，云台山大型实景灯光秀
“云溪夜游”及邓丽君5D全息投影演唱会、影视城“奇幻之旅
璀璨夜”游园活动、承享欢乐园裸眼3D水幕激光秀—百万灯
海艺术节等活动增添人气，项目推出后市场反响良好，游客
停留时间大幅延长，引爆了焦作旅游夜间经济。博爱县青天河
景区开展了“北魏水寨”体验活动，推出了乌篷船、竹筏、将军服
等个性化的旅游体验，为游客提供了一个穿越历史的窗口。温
县陈家沟景区举办了太极拳表演、健康中国幸福河南—陈小
旺太极拳亲传之旅陈家沟站暨陈小旺太极拳艺术馆奠基仪
式活动。武陟县嘉应观景区向游客推出了“雍正皇帝开门迎
宾大典”“雍正皇帝拜谒禹王”、宫廷庆隆舞、古筝表演等系列
演艺活动，广大游客好评如潮。 （朱天玉）

■南阳市：旅游人次大爆发

十一黄金周，南阳市旅游产品丰富，全域旅游拉动效果
明显，节庆活动异彩纷呈，假日氛围浓厚。

老界岭景区佤族竹竿舞，民歌，老界岭山庄少数民族表

演，夜游活动，赏美景，看演出，拿大奖。老君洞景区东北二
人转、变脸等民俗活动，山地马拉松挑战赛拿大奖，游客参与
互动，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新推出的水上乐园项目（空中飞人
表演和晃桥），五朵山景区开展赏红叶、采摘节等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游玩。西峡假日旅游呈现爆发式增
长。10月 1日至 7日，西峡县共接待游客61万人次，同比增
长 37.7%，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3亿元，同比增长 35.3%。假
日期间，老界岭、恐龙园、花海果香景区单日接待量达两万以
上，创历史新高。内乡县衙景区七天时间共接待游客11.7万
人次，同比增长26%。 （朱天玉）

■驻马店市：多彩旅游别样红

金秋天中别样炫，精彩假日分外浓。驻马店市共接待游
客 480.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4.97%，实现旅游收入 29.94 亿
元，同比增长37.97%。

假日期间，全市旅游市场总体呈现出“产品丰富多彩、活
动精彩纷呈、综合监管有力、安全保障有效、高位运行有序、
社会反响热烈”等特点。

假日前，皇家驿站文化旅游节盛大开幕，预热了国庆假日
旅游市场。假日期间，嵖岈山举办的“打卡网红嵖岈山活动”以
及钢琴吊桥、魔幻山谷和岩壁探险“飞拉达”，温泉小镇首届七
彩百合文化节，南海禅寺的禅茶音乐会和菊展，老乐山登山祈
福等主题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金顶山新推出的奇幻主题魔镜
迷宫、5D玻璃天桥、山地滑草、狼牙拓展训练和野产品采摘让
游客流连忘返。生态游、亲子游、文化游、乡村游、休闲游等丰
富多彩的旅游活动吸引了大批市内外游客，促进了该市旅游消
费，满足了广大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李涛)

■鹤壁市：景区乡村齐欢笑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国庆期间，鹤壁市各景区活动丰
富多彩，乡村旅游持续火爆，全域旅游呈现勃勃生机。据统
计，七天长假共接待游客137.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3.7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5.2%。

十一假期，云梦山草原风情音乐节拉开序幕，大伾山景
区高跷、变脸等表演为景区增添了文化气息，古灵山景区的
水幕电影、灯光秀等夜游项目引来人潮涌动，五岩山景区的

“快乐旅行”主题旅游活动、朝阳山景区瑜伽秀吸引着游客参
与互动。同时，五岩山的喊泉、雾森，使游客参与热情高涨。

浚县组织了“文化浚县·魅力古城”全民健步走等精彩旅游
节庆内容。鹤山区“北斗七星传统古村落群”的各个乡村旅游
点游客量居高不下。桑园小镇依然是火爆场面，淇县凉水泉的

“灵泉妙境”高端民宿吸引了大批游客。王家辿骑驴、石磨小米
依旧是游客体验的热门项目。景区、乡村、城市处处欢声笑语，
全域旅游带动全市发展，旅游新业态不断涌现。 （贺轩）

■济源市：活动刷爆朋友圈

济源全域旅游全面火爆，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成果
全面彰显……国庆假日期间，济源市共接待游客 222.6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6.7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1%和 23.6%。

假日期间，王屋山、小浪底、五龙口率先降价惠民，作为龙
头的王屋山景区，推出全国警察免门票、“门票+小交通”60元

的优惠活动，全面引爆景区游。黄河小浪底景区首次国庆长
假泄洪调度，再现黄河飞瀑、巨型彩虹等绝世美景，成为假日
旅游的最大“吸睛点”。“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猴王争霸”“嬉
游摇滚乐团”刷爆游客朋友圈，“中国猴山”红透全国。

同时，乡村旅游火爆。王屋山辣椒登上CCTV-13新闻
直播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韩彦举办乡村旅游红果节；天女
河“浑水摸鱼”趣味横生；沁河滩休闲嬉水、西正村稻田飘香、
栗树沟孔雀开屏；大峪青萝河、周庄等近百家生态农庄游客
盈门。同时，济源城市游与阳光共舞，世纪广场举家休憩、科
技馆亲子游人如织,一派祥和。 （王利敏）

■林州市：省外团队纷至来

国庆黄金周期间，林州市A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22.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223.40万元。其中 5A级景区红旗
渠景区接待游客7.78万人次，太行大峡谷景区接待游客8.71
万人（含外籍游客1680人次）。

红色旅游成热潮。10月 3日 CCTV-1《朝闻天下》栏目
介绍了红旗渠风景区的红色（研学）旅游开展情况，红旗渠凌
空除险、铁姑娘打钎等情景短剧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特色项目亮点多。红旗渠景区举办的稻田艺术节活动，
引得众多游客流连忘返；大峡谷景区推出了山地自行车运动
节，万泉湖风景区惊险刺激的水上表演精彩不断。来自外省
的自驾团队异常火爆，成为国庆假日旅游接待的一大亮点。

乡村旅游新崛起。庙荒民宿旅游村、茶马古道生态园、
中华古板栗园等一大批精品乡村旅游示范点成为乡村旅游
新亮点，带动周边建档立卡贫困户户均收益800元。

同时，部门联动保秩序，持续加压保安全，使游客满意度
不断提升。 （崔志宏）

■栾川县：“一元午餐”全国瞩目

“十一”黄金周期间，栾川县累计接待游客31.59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78亿元。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龙峪
湾等景区活动精彩，亮点纷呈。

奇境栾川获得全民关注。“十一”期间在抖音短视频平
台，“奇境栾川抖起来”话题引来众多抖音达人参与。老君山
景区一元午餐事件被新华社、央视综合频道、《河南日报》等
百余家媒体关注报道，获得无数网友点赞。

旅游带贫效果显著。庙子镇庄子村、陶湾镇西沟村、城
关镇大南沟村、狮子庙高山渔村、石庙观星村、重渡沟北乡
村、潭头镇拨云岭村等成为旅游新亮点。重渡沟、庄子、县城
大南沟等农家宾馆10月 1日—4日入住率在90%以上，庙子
镇卡房、蒿坪农家宾馆入住率在85%以上。

景区活动丰富多彩。鸡冠洞景区推出广场篝火狂欢和快
闪秀表演，使游客参与其中。重渡沟景区在中心广场搭建丰收
屋，再现农村丰收景象。“欢度国庆，全民同游龙峪湾”徒步大
赛、天河大峡谷螃蟹美食文化节，均收到游客追捧。 （王国露）

■嵩县：“农业+旅游”助脱贫

今年国庆长假，嵩县再次迎来黄金周旅游高峰。长假七
天共接待游客55.66万人次,实现综合效益2.05亿元。

黄金周期间，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等传统景区接待游

客量与往年相比创同期新高，风情小镇和乡村旅游点备受追
捧，房车旅游成为当下乡村游的新风尚。黄金周期间，房车
大集结齐聚白河镇油路沟村，白云小镇自驾游营地房间均被
预订一空，石头部落备受周边市县游客青睐，黄庄手绘小镇
吸引了大批艺术青年，陆浑湖畔餐饮企业家家爆满。两程故
里家风教育基地揭牌仪式、“泥人汪泥塑艺术展”“十一嘉年
华浪漫云端婚礼秀”等十多项特色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

活动带动经济，旅游助力脱贫。白云山金秋公益山货节期
间，景区提供免费摊位，请贫困户售卖板栗、猕猴桃、核桃等土特
产，增加农民收益。嵩湖生态园“农耕文化展”“旅游商品展”，
集中展示食用菌、银鱼酱、清酒和中药保健等农产品。九店的
红薯宴、库区的辣椒、饭坡的菊花……“农业+旅游”“扶贫+旅
游”唱响了旅游助力脱贫攻坚的新曲目。 （郭晓阳）

■方城县：暖心服务游人赞

七天假期，方城县共计接待游客63.06万人次，同比增长
110%，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2593万元，同比增长153%，七峰
山生态旅游区和七十二潭景区便利的交通、成熟完善的服务
设施，优质高效的服务和丰富多彩的游乐项目，吸引了大批
游客的到来，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新推出的水上飞人、水上舞
狮表演和七十二潭景区新推出的水上游船项目备受游客青
睐，在国庆假日期间，七峰山景区用红枣、绿豆、葛根、冰糖等
熬制了大锅热饮，免费提供给游客；因山间早晚温差较大，七
峰山还准备了御寒外套，免费提供给游客。这些暖心的服
务，获得了游客的纷纷点赞。 （朱天玉）

■淇县：趣味十足享佳节

“十一”黄金周期间，淇县云梦山、古灵山、朝阳山、摘星
台等景区活动丰富多彩，吸引了众多省内外游客前来，游客
人数和旅游收入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17.9%和 21.6%。

10月 1日，云梦山草原风情文化节开幕，来自全国各地
的游客观看蒙古歌舞表演，参与献哈达、祭敖包、品奶茶、骑
马、射箭等活动。在云梦山古军校遗址，彩虹喊泉、玻璃天
桥、玻璃滑道等让游客体验到了欢乐，《调师离位》《武士迎
宾》等实景演出全新亮相，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在古灵山景区，游客们白天赏美景，乘铜顶缆车，挑战豫
北最长玻璃吊桥；夜间观动感灯光水幕电影，宿灵泉妙境凉水
泉，体验别样的高端民宿。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朝阳山
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游客。在摘星台景区，许多游客感受假日
的惬意。秦街美食休闲游、赵庄山水度假游、大石岩野外拓展
游、纣王殿水美乡村游等乡村旅游备受游客青睐。 （吴鹏嘉）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开创演艺新模式

“十一”黄金周，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接待游客同比增长
100.41%，游客接待总数和单日接待量均创新高。“十一”期
间，景区开创了演艺活动新模式，推出了大型体验式实景演
艺《桃园三结义》《百贤祭祖》，受到了游客的热烈好评。

每场的《桃园三结义》均邀请4—6名游客跟随演职人员
一起进行表演，游客换上演出服扮演相应的角色，进行实景
演出。让游客在“旅游中演出，演出中旅游”的演艺活动形式
新颖、参与度高。

今后景区将每天在炎黄广场进行实景演出，以方便游客
观看。随着大禹山景区的提升改造工程即将完工，游客到景
区游玩将能够参观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化熊”“大
禹治水”等一批新的景点。 （李炜柯 时晓庆）

■开封清明上河园：假日经济创新高

“十一”黄金周,开封清明上河园以“品质清园”“文化清
园”“欢乐清园”“梦幻清园”“四个清园”的理念贯穿到七天长
假中，确保游客期待而来，满意而归。

假日期间，景区共计接待游客 35.54万人次，同比增长
41%。大型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和“夜游清园”游客
接待量同比增长均超过 70%，夜间经济深受游客追捧。《大
宋·东京梦华》、“十一”期间每晚均加场，其中 2日-5日每
天演出 3场且场场爆满，创造了河南旅游演艺的新奇迹。

“夜游赏菊”深受游客喜爱。“十一”期间，夜游的接待人
次平均每天 3000余人，以及白天流连忘返的游客、品鉴《大
宋·东京梦华》的游客，夜间的清明上河园游客达到3万人左
右，真正实现了开封千年前“不夜城”的盛况。 （李姗）

■芒砀山：汉风菊韵醉游人

2018年国庆黄金周芒砀山旅游区游客数量增幅显著，
特别是外省游客增幅明显，达到65.7%左右。

假期期间，芒砀山旅游区内举办了汉风菊韵菊花展、汉
服游园会、千人品汉宴、学子成人礼、大型汉婚礼、群星演唱
会等汉家年华文化周系列活动，还特意准备了汉府民歌、汉
风鼓舞、汉服秀、高祖迎宾大型历史情景剧等呈现传统文化
特色的演出活动，让游客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景区
新开放的玻璃滑道、玻璃水滑道、玻璃吊桥、高空秋千等体验
项目，丰富了旅游内容，满足了年轻群体的旅行需求。智慧
旅游和优质服务获得了游客广泛好评，网上订票、订餐、订宿
等，方便了游客的出行。 （于正华）清明上河园民俗表演引来八方游客

少林功夫表演具有超级吸引力

国庆黄金周，龙门石窟吸引着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场面震撼 王鸿斐 摄 驻马店平舆芝麻小镇拖拉机观光车别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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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牧野检察院:以考促学 以考促记

为加强和提高全院党员干警的政治素养和廉政意识，引导
广大党员干警进一步了解党建历史，深化对党的认知和理解,坚
定政治立场和增强政治敏锐性、政治鉴别力，推动检察工作科学
发展，近日，新乡市牧野区人民检察院党总支组织全院党员干警
进行了党的知识“每月一考”测试。此次考试采用了闭卷形式，
专人监考，内容涵盖推动“两学一做”常态化，党章、党规以及党
的十九大精神，旨在进一步加深党员干部对党章、党规的认识和
理解。考试内容全面，题型多样，分为单选题、多选题和简答题
三种。测试成绩进行公开通报，并对成绩优秀的党员在院内给
予通报表扬。通过测试达到了“以考促学、以考促记、以考敦
行”的氛围，进一步加深了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掌握和理解。希
望检察干警、党员干部们通过学习和测试后，进一步加深对党的
认识,进一步加强对党的感情，进一步提高政治觉悟，进一步坚
定政治立场。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全面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大局观、忠诚观、公正观、清廉观，
讲政治、守规矩，扎实工作，用自己的青春和智慧为检察事业增
光添彩，推动检察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周丰娟 张赛男）

日前，农行安阳分行举办了“畅谈未来、放飞梦想”青年员工
座谈会,旨在进一步加强青年员工队伍建设，倡导青年员工立足
岗位、爱岗敬业、成长成才。全行青年骨干代表 30余人参加了座
谈。座谈会上，该行领导详细了解了青年员工的生活工作情况，
鼓励青年员工珍惜青春，坚持学习，提高本领，做农行事业的参与
者、创新者、奉献者；要求各级组织为青年员工搭建更多成长渠道
和平台，帮助青年员工不断提高专业素养，增强专业能力，为农业
银行的发展稳固根基。农行安阳分行党委高度重视青年员工的
成长成才需求，结合青年员工队伍结构特点和思想状况，积极做
好青年员工培养。该行紧扣业务发展和经营管理的主题，通过狠
抓基层党建，开展“传承红旗渠精神、擦亮农行服务品牌”专题学
习教育，实施谈心谈话等，及时掌握青年员工思想状况，加强理想
信念教育；通过完善绩效考核，强化青年人才选拔使用，激发青年
员工工作热情；在青年党团员中开展比学赶超、争先创优等活动，
引领青年员工主动作为，推进经营管理全面发展。近年来，该行
青年团队斩获了多项荣誉：有 1 人荣获省农行 2017 年“十杰”青
年称号，7人荣获当地政府“青年岗位能手”称号，1个网点荣获中
国银行业协会“千佳”示范单位，1个网点荣获中银协“四星”示范
单位，展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和社会形象。 （蔡文静）

多措并举从严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今年来，南阳宛城区审计局从严落实意

识形态工作责任制，通过四项举措夯实相关

工作基础。一是突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以

制度建设强化理论学习，理论武装实现新突

破。二是突出审计工作特色，开展“寻闪光

足迹，讲奉献故事”活动，舆论引导呈现新亮

点。三是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组织开展多种公益活动提升精气神，精神文

明建设取得新进展。四是突出先进文化前

进方向，开展职工运动会、征文等活动，审计文

化丰富多彩，提升思想境界。

（张文华 张东阳）

今年以来，尉氏县邢庄乡采取多项措施

加强财政监管，提升财政资金管理科学化和

精细化，确保财政资金安全运行和高效使

用，收到满意的效果。一是定期组织财政所

及村会计进行专项资金支出管理培训，提升

资金管理水平，提高乡镇财政所干部的整体

业务水平。二是建立健全各类资金台账，注

重结合乡镇财政实际，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信

息传递，保证所有财政性资金全部纳入监管

范围。三是建立健全乡镇财政所管理机制，

完善基础信息数据库，实现对乡镇财政所基

础工作的动态管理。四是建立健全覆盖政

府性资金和财政运行全过程的监督机制，严

格落实资金管理公示制度，广泛接受社会监

督，确保资金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发挥资金

效益。 (孙海军)

尉氏县邢庄乡多措并举加强财政监管

安阳农行加强青年员工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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