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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驻马店全国旅游摄影大赛采风团走进上蔡

□朱天玉

11月 4日，西安、商洛、平顶山等地的大型团
队游客 3000多人来到南阳市西峡县老界岭景区
滑雪场清凉寨基地，尽情体验着真人 CS、越野车
赛道、自行车赛道、越野车赛道、滑草项目、草上波
波球、卡丁车场地等各类运动项目带来的动感与
刺激，整个基地俨然成了欢乐的海洋。

在此之前，老界岭滑雪场清凉寨青少年户外
体育活动营地、老君洞景区也同时被河南省体育
局命名为全省第二批省级青少年户外体育活动营
地，南阳运动休闲游渐入佳境，步入发展快车道。

这是南阳市近年来积极推进“旅游＋体育”融
合发展的又一硕果。在传统景区发展模式日益成
熟的今天，南阳市旅游业界立足伏牛山世界地质
公园和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和核心水源区两大
世界级旅游资源优势，主动借力全域旅游发展，深
耕发力“旅游+体育”拓展，努力打造全季旅游，引
领了运动休闲游潮流。

西峡县依托老界岭风景区的绝美风光和高达
95%的森林覆盖率优势，规划打造了太平镇运动
休闲特色小镇，迅速崛起了以房车露营地、登山步
道、高等级自行车赛道、越野车赛道、滑雪场、青少
年户外拓展训练营地等为代表的体育产业项目。

如今，老界岭滑雪场以高山夏季避暑、冬天滑
雪为主题推出的旅游产品已经成为南阳旅游的新
名片，每到入冬开业，接待团队的电话应接不暇，
景区周围的农家乐格外火爆。

老君洞景区秉承“少年强则国强”的理念，倾
力打造青少年文化教育培训、素质教育培训、体能
教育培训活动营地，深受各类院校和教育培训机
构青睐，2018年成功接待青少年夏令营 3.5 万人
次，企事业团体、亲子游、拓展训练等4.6万人次。

与此同时，南阳也日益成为各类大型体育活
动举办的首选地，进入 9月份以来，南召县五朵山
景区、桐柏县淮源风景区、西峡县寺山国家森林公
园分别以分会场形式，举办了河南省第八届“三山
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吸引了数万名来自省内

外的参赛健身团队和登高爱好者，在秋日美景中
畅享着登山健身的快乐。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丹江湖畔，伴随
着环库公路的快速建设完善，湖光山色的丹江水
库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世界级、
全国级体育赛事活动在淅川举办。

继中国丹江·公开水域游泳挑战赛、中国·丹
江徒步越野挑战赛之后，今年3月 31日，“体彩·环
中原”2018自行车公开赛暨淅川县第一届“渠首
杯”自行车大赛在淅川开赛。

紧接着,2018年全国百城千村健身气功交流
展示系列活动河南省大赛、首届“龙行中原”河南
省全民龙舟大赛淅川站赛事、2018年河南省第十
三届运动会铁人三项赛（社会组）又先后在淅川开
赛，完美诠释了“旅游+体育”的独特魅力。

“旅游＋体育”的红火发展，为南阳描绘了一
幅旅游产业新业态蒸蒸日上的清新画卷，带来了
南阳城乡面貌的翻天覆地变化，让南阳的改革开
放、经济发展更有底气、更具活力。

南阳：“旅游＋体育”催生运动休闲游新业态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在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大背
景下，如何加速旅游产业转型发展？

11月 1日，郑州市政府在郑州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召开全市旅游业转型发
展座谈会，邀请来自省内部分高校、旅
游行业、新闻媒体的多位专家学者及资
深人士深入剖析郑州旅游发展现状，对
全市旅游业转型发展建言献策。郑州
市委常委、副市长谷保中出席座谈会。

会上，围绕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大背景下的旅游业定位、旅游业转型升
级、创新营销模式等主题，河南文化旅
游研究院副院长肖建勇、郑州国际文化
创意产业园管委会主任王朝杰、郑州旅
游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王少
华、省旅行社协会会长谢术湘、郑州承

誉德大酒店总经理刘延松及部分省会
新闻界记者分别发表真知灼见。

大家建议，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征
程中，各级政府应充分考虑到旅游业的
复合性、朝阳性产业特征，积极发挥旅
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引领作用，进一
步推动郑州全域旅游提速发展。

国家明确提出支持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为郑州发展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战略机遇，郑州在全国、全省发展
大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国内外影
响力、辐射力、带动力和美誉度大幅攀
升。谷保中表示，郑州旅游业应进一
步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解决困扰旅
游业发展的小、弱、散问题，同时要突
破发展体制瓶颈问题，强化旅游宣传
营销，在海内外亮出郑州旅游的亮丽
名片。

近日，栾川县旅工委传来消息：栾
川县首届奇境栾川迎新马拉松比赛将
于2019年元旦期间正式开赛。

为创新“体育＋旅游”的发展新模
式，栾川本着“规模适中、运营专业、突
出特色、体现品质”的原则，将首次举办
马拉松比赛，比赛项目包括半程马拉
松、5公里健康跑、奇装异服跑。

此次比赛,以老君山地质广场为起
点,途中经过老君山、寨沟，之后沿鸾州
大道一路向西，最终抵达终点鸡冠洞景
区。这次的马拉松赛道既有溪水琅琅
的寨沟路段，也有绵延起伏的老君山路
段，更有亿年溶洞的鸡冠洞路段。山水

相伴，自由奔跑。
据悉，本次比赛的赛道更是装点一

新，颇具特色。同时，赛道上设立的特
色补给站将增设栾川土特产补给，赛道
两侧还会有传统民俗表演，热闹非凡。
此外，本次比赛还有可能邀请业内知名
人士、体育明星参加比赛并领跑。

本次比赛，主要分为两大类，其中
半程马拉松较为严肃、紧张，选手主要
以专业马拉松选手为主；5公里健康跑
及奇装异服跑较为轻松、活泼，选手主
要以栾川本地群众及游客为主。感兴
趣的群众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报名
参与。 （王国露）

寻一处依山傍水、鸟语花香之地，抛
开世俗的纷扰，在水汽氤氲中，让温泉温
暖你……11月 8日，银基黄帝宫御温泉
第三届温泉养生季暨 3周年庆正式启
动。这里不仅有美味的巨型蛋糕、百人
瑜伽秀、温泉养生文化展等文化活动，还
有一系列促销优惠大礼包等您来。

据悉，在本次温泉养生季活动中，
“中药熬制养生真汤”成为温泉养生的
一大亮点。据介绍，中药熬制养生真汤
是将人参、灵芝等诸多名贵中药材经过
熬制成汤后，将汤药加入温泉汤池，与
温泉水融合为一，以达到养生效果。

温泉养生季期间，银基黄帝宫御温

泉每周末将有瑜伽老师或五禽戏和八
段锦师傅现场表演及指导，“膳食养生”
课堂、“温泉养生文化展”等活动也将正
式亮相，让游客学会更加科学合理的养
生休闲。

同时，银基黄帝宫御温泉还推出一
系列特惠活动。11月 8日—11日，游客
到温泉现场购票便可参与抽代金券活
动，代金券可直接抵用下次现场购票的
费用，最高直接抵扣 178元门票。凡是
11月 8日生日的游客，当日凭身份证可
以免费泡温泉。11月份生日的游客可
以享受 33 元购买一张温泉门票的特
权。 (张莉娜)

10月的开封，菊韵飞扬。日前，从
开封清明上河园市场营销中心传来消
息：清明上河园实现了 10月单月游客
接待量突破 70万人次，创开园 20年来
历史新高的骄人业绩。

据了解，截至10月 31日，清明上河
园游客接待量突破 300万人次，超过去
年全年游客接待量。与此同时，清明上
河园《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 10月
份单月共接待6.6万人次，收入1700万
元，为历史新高；预计年收入将突破
8000万元。

清明上河园用不断刷新的数字，取
得了 10月黄金月的累累硕果。整个景
区全面推行“六员一体”服务模式，即景
区每个工作人员都集“安全员、服务员、
导游员、管理员、宣传员、保洁员”于一
体多个角色的转换，以全方位、深层次
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10月的清明上河园，不仅有原本的
宋文化，更是增加了菊文化，让景区在这

个季节更有风情。百万名菊、万千品种、
百余景观，更有第七届国际菊花展，园区
集结了 15个国家的千余种菊花和菊科
植物参展，营造了浓郁的国际范儿。

10月的清明上河园是欢乐的，园区
先后举办了近 10个大中小型活动，还
推出了“夜游赏菊”，吸足了粉丝流量，
赚足了游客眼球。本届中国开封菊花
文化节，清明上河园更加注重灯光亮化
功能，这也为夜游赏菊增添了亮丽的夜
晚风景线。 （李姗）

十月黄金月 宾客如潮涌
——清明上河园单月游客接待量突破70万人次

栾川迎来马拉松 元旦开跑惊喜多

新密银基黄帝宫 温泉养生两相宜

□本报记者 刘春香

“中国重阳文化之乡”“河南省十大古城”“千
年古县”“蔡姓发源地”。这些金字招牌，充分彰显
了上蔡的悠久历史、厚重人文。近日，驻马店全国
旅游摄影大赛采风团走进上蔡。镜头中的上蔡，
秋色宜人，处处散发着勃勃的生机。这座千年古
县，正“吟唱”出一首全域旅游布局、文旅融合发展
的新曲目。

若要了解上蔡，还要从“蔡”字说起。公元前
1046年，周武王克商，封其同母弟叔度于蔡地，始
建蔡国。古人以国为氏，蔡叔度是天下华人蔡姓
之祖。天下一蔡，根在上蔡。如今，开枝散叶在世
界各地的蔡姓后人，都忘不了上蔡这个根亲地，每
年都在蔡氏始祖叔度公陵园、蔡仲陵园等地，举办
规模宏大的祭祖大典。

上蔡另一重要的文旅盛事，当属每年一度
的中国·上蔡重阳文化节。2003 年至今，已经
连续举办了 16届。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上蔡重点打造出伏羲文化、蔡氏文化、孔子文
化、李斯文化、重阳文化五大文化品牌，去伏羲
祠招祥祈福、来蔡侯陵园体会蔡氏根亲文化、在
孔子厄台看孔子亲手栽下的银杏树、到李斯墓前
追忆一代名相的风云人生、登上蔡侯望河楼这一
著名的重阳登高处，已是许多游客来到上蔡县必
做的事。

除了丰富的历史古迹观光旅游外，上蔡县还
将把体验自然风光、乡村旅游、手工艺产业有机结
合在一起，向旅游者打开一个崭新的多元化旅游
新天地。一批特色农旅融合项目如：重阳文化旅
游产业园项目、邵店镇刘岳村盛唐葡萄采摘园、五
龙乡老李村竹林和芍药花卉、卧龙办事处黄尼庄

村九龙汇生态观光园等，正将美丽家园变成美丽
景区，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上蔡的东岸桃核雕花工
艺、茱萸绛囊、“白云翁”毛笔，历史悠久，至今仍受

到国内外游客的喜爱。状元红酒厂、奥祥皮业等
新兴旅游商品迅速在市场走红。

文化与旅游巧融合，上蔡，正努力打造“诗和
远方”目的地。

长寿山上演“红火”大戏

连日来，巩义竹林长寿山景区人头攒
动，省内外各地游客纷纷前来赏红叶、观民
俗、品美食，景区人气持续火爆。11 月 3
日，长寿山景区游客量达15.8万人次，较去
年单日最大客流量 14.3 万人次高出 1.5 万
人次。今年 10月份，长寿山景区单月客流
量突破133万人次，再一次刷新记录。

在这里，乘坐“长寿山号”直升机赏红
叶别有一番情趣，望月桥、七彩旱冰等休闲
项目游客如云，让人叫绝的民俗演艺、满街
飘香的美食引来八方游客。 （雷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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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突出”促党建工作不断深化
近年来，原阳县人民检察院坚持“抓好党建就是最大的政

绩”理念，做到“五个突出”不断推进党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一
是突出组织管理，确保党建工作责任到位。健全领导机制，形
成了党组书记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机关党委组织实施、党
支部负责落实的工作格局。抓牢制度建设，以制度建设推进党
建工作常态化。二是突出学习引导，确保党建工作有序推进。
搭建在线网上学习平台，组织党员干警定期学习，巩固法律知
识，营造良好学习环境。三是突出宣传导向，认真组织全院党
员传达学习党建工作精神，在思想上筑牢“抓业务必须抓党建、
抓党建就是抓业务”意识，确保党建工作氛围浓厚。四是突出
监督检查，确保党建工作落地生根。严格对照年初制定的党建
任务和工作职责，每半年对全院党员干警履职情况进行大检
查，确保党建工作深入支部、传达到人。五是突出统筹结合，确
保党建工作内容丰富。注重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办案过程
中，引导树立“铁案”意识，自觉将“在法治轨道上处理重大复杂
敏感案件”的办案要求落到实处。在内容、形式、方法、手段、机
制等方面对思想政治工作加以改进，以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成
效引领党员干警主动作为、积极进取。 （夏兴宇 段丹丹）

党员干部齐动手 城区环境被“扮靓”
近日，开封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杏花营镇全体党

员干部和社区党员在榆杏大道与310国道交叉口集
合点名，集中开展城市清洁大行动。全员在点名结
束后立即按照分工要求，到达各自所属片区，对区域

内环境卫生及卫生死角进行清理。该镇将持之以
恒、形成常态，扎实开展城市清洁大行动，确保行动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为辖区群众营造洁净、优美、
舒适的生活环境。 （郭文超）

落实主体责任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以来，漯河召陵区天桥街道办事处强化党

风廉政建设，全面落实主体责任，不断提升干部队
伍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促进各项工作顺利开
展。提升政治站位。把履行主体责任作为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关键，进一步强化每位班子成
员的主体责任意识。把责任扛起来。班子成员要
严格执行“一岗双责”，严格落实责任清单制度，坚

持问题导向，筑牢制度的篱笆。把问责常态化。对
干部失职渎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真正做到用制度
规范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形成整体联
动、齐抓共管的格局。严格自律守底线。班子成员
一方面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另一方面
要坚持全面监督，营造勤廉务实、担当作为的干事
创业氛围。 （李胜利）

新乡红旗区渠东街道办事处万名党员学党纪
“此次培训实现街道辖区党员全覆盖，着重学

习关于严格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从严教育
管理监督党员等一系列的政策规定。”据新乡市红旗
区渠东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杨林
勇介绍，渠东街道将于11月初至12月底开展“万名
党员进党校”活动，提升党员教育工作水平。此次

“万名党员进党校”活动，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常态化制度化和“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采取集中轮训、“流动党校”、“网络党校”等培训方
式，引导广大党员了解和掌握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
央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正确行使党员权利，自觉履
行党员义务。长期以来，渠东街道办事处注重党员
干部的廉洁教育培训，将党规党纪学习常态化，深入
到日常工作尤其是党建工作的方方面面。 （刘谦）

偃师国资公司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今年来，偃师市国有资产经营集
团有限公司始终筑牢思想防线，围绕
中心工作，坚持突出执纪重点，全面
推进从严治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提高思想认识。要求集团
公司全员充分认识到开展“以案促
改”的重要性，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坚持标本兼治，推进“以案促
改”。注重宣传教育。积极开展警示
教育，组织党员干部参观家风馆、聘

请法律专家进行法制教育等活动，提
高全员廉洁自律意识。健全完善制
度。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加强公
司员工日常管理，从源头上遏止奢靡
之风，扎实构建拒腐防变机制。狠抓
监督管理。采取定期和不定期方式
对各科室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资金支付、工作作风等情况进行检
查，全体员工签订廉洁承诺书，严防
违纪违规现象发生。 （张晓宁）

巩义回郭镇开展新修订《条例》学习活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新
修订后，巩义市回郭镇机关党支部
积极搭建平台，以“三个学”深入开
展学习活动。一是营造氛围，环境
促学。该镇创新运用新媒体扩大宣
传力度，制作悬挂张贴条幅版面，设
立学习专栏，每日晨会对《条例》轮
流领讲，并安排各支部交流互学，确
保入脑入心，学通活用。二是班子
带头，领导讲学。镇领导班子将学

习内容列入党委中心组学习计划，
同时带领分管部门同志共同学习，
每位班子成员结合分管业务，对分
管部门定期开讲授课。三是明确责
任，支部书记领学。明确各支部书
记为第一负责人，利用大小会议，支
部书记领学诵读，特别是非公企业
党支部，做到人手一份资料，人人撰
写心得体会，真正做到学习活动全
覆盖，纪律约束无例外。 （苗洪涛）

郑州广邀专家学者 献策旅游转型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