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记者从洛阳市文

化 广 电 和 旅 游 局 获 悉 ，

2019 年春节黄金周，洛阳

市文化旅游消费迎来开门

红。据旅游抽样调查和初

步测算，洛阳市共接待市民

和境内外游客292.62万人

次，同比增长11.56%；旅游

总收入 18.62亿元，同比增

长17.33%。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赵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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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带动效应突显 游客接待量增速同比超50%

春节期间，洛阳市商贸服务领域同样
迎来“开门红”。

商贸领域惠民促销亮点纷呈，商品货
丰价稳，销售额稳步增长，服务消费需求旺
盛。2月 4日至 2月 10日，商贸系统重点
监测的11家样本企业，共实现销售额2.32
亿元，同比增长13.19%。

在丹尼斯百货、中央百货、王府井百货
等商超，多种促销活动甚是火热，赚足人
气。在餐饮行业，火爆程度是“一年更比一
年高”，各类中等规模以上饭店餐餐爆满，
店外常见排队等餐情形；年夜饭、团圆饭、
聚会餐等受到热捧，真不同、宴天下、全聚

德等餐饮企业适时推出多元化档次的年夜
饭套餐、新春家宴、旅游团餐等，价格从一
二百元到千余元不等，最大限度地满足不
同消费者的需求。

今年春节期间，人们对休闲娱乐消费
的追求更是高涨，各大影院人头攒动，电影
《流浪地球》《飞驰人生》等热映影片几乎场
场爆满，票房成绩不俗。

消费市场一派红火，离不开市场保障
到位。据了解，春节假期，洛阳市市场监管
部门对大型商超、春节庙会、旅游景区、药
店等重点单位开展监督检查，在重要景点
设立监管服务站，现场受理群众咨询和投

诉举报。洛阳市商务部门对100多家平价
商店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价格调控，在 32
家平价商店投放1500吨政府储备菜，确保
节日期间全市必需品价格总体呈平稳运行
态势。

洛阳市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去年，洛阳
市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超过六成，
消费作为经济平稳运行“压舱石”的作用更加
凸显。今年，洛阳市将多措并举做好消费文
章，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培育消费热点，
改善消费环境，着力拓领域、提品质、优环境，
让老百姓真正“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把洛
阳打造成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7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刘梦刚

窗外，人头攒动，车水马龙。窗内，一
片静谧，针落有声。2月 9日，农历正月初
五，洛龙区开元湖畔的泉舜广场城市书房
（又称河洛书苑）内，13岁的刘阳帆正托着
一本《变形记》，看得入神。一旁，三名结伴
的“考研党”，正伏案疾书，笔尖沙沙作响。

“寒假一开始，书房内的学生们便多了
起来，春节假期，更是天天爆满。”书房工作
人员胡广满说，书房建在商圈广场，地方不
算太大，但是特别温暖，闹中取静。这些平
日里吵吵闹闹的“熊孩子”，一进入书房，便
马上安静下来，开启“静音模式”。

“泡”在“城市书房”过大年，成为这个
春节洛阳市民的“度假”新选择。

大红灯笼、中国结……春节前夕，洛阳
市瀍河区城市书房管理员们对辖区内的城
市书房进行了精心布置，书房内张灯结彩、
花团锦簇，市民在免费看书的同时，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儿。洛河之畔，在古色古香的

瀍河区朱樱塔城市书房里，读者在安静阅
读。正月初五早上 10点，兴洛湖城市驿站
内的城市书房内已座无虚席。

春节“不打烊”，各个城市书房早已
备 好“ 特 色 年 货 ”，等 待 群 众 前 来“ 点
餐”。瀍河区城市书房的“创意手工坊”、
亲子故事会；西工区城市书房的绘本讲
读、“猜灯谜”；伊川县“书友”迎春写新
联 ，文 化 惠 民 送 温 暖 ；老 城 区“ 爱 心 捐
书”、免费发放《经典电影》观影卡……各
具特色的文化活动，让市民在书香四溢
的氛围中欢度佳节。

为给读者营造一个温暖舒适的读书环
境，书房里不仅全天候供应热水和暖风，还
配备无线网络、手机充电桩、医药箱等便民
设施。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让市民过一个有意义的“书香

春节”，各县 (市)区图书馆、城市书房，从
2019年 2月 4日(大年三十)至 2月 10日(正
月初六)基本正常开放，累计开展迎新年活
动 40余场，接待读者 94570 人次。200余
名工作人员春节期间放弃休息，坚守在工
作岗位。

春节期间，洛阳市图书馆的流通部、少
儿部、报刊部、电子阅览室等部门均正常开
放，接待读者。该馆还举办了猜灯谜、少儿
新书展、电影放映、迎新年各地美食图片展
等活动17场，接待读者3179人次。

数据显示，2019年 1月，洛阳市城市书
房共接待读者 58万余人次，文化供给侧服
务模式创新倍增效应凸显，群众的阅读激
情被点燃。随着洛阳市 110座城市书房的
建成投用，逐渐形成的“15 分钟阅读文化
圈”正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7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都流出一首赞歌……”2月 9日，室外气温达-7℃，一场超
燃“快闪”《我和我的祖国》在被誉为“中原渡口”的洛邑古
城进行。活动吸引了千余名市民和游客参与，动情的大合
唱，瞬时燃爆一座城。

伴随着河洛大鼓悠扬的旋律，古筝演奏者、民谣歌手，
依次登场，伴随着优美的歌声，现场立刻被激情点燃。到
了副歌部分，围观群众情不自禁地参与进来，他们挥舞着
手中的五星红旗放声歌唱，毫无保留表达爱国情怀。“我们
的祖国强大了”“我爱我的祖国”，这场阵仗极大的“表白”，
伴随清新悦耳的演奏、深情激昂的歌唱，响彻洛阳上空。

“15个机位，3个飞行器，38名剧组人员，24名演员，54名
场地保障人员，72小时完成。”这场由洛阳广播电视台策划、老
城区配合组织实施的新春“快闪”《我和我的祖国》，不仅增添
了洛邑古城的年味儿，也在洛阳人的朋友圈里“刷屏”。

“我是个 70后，每次听到这熟悉的歌声，我都会内心
澎湃，激动地流下泪水。这些年来，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我
们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深深地感到
骄傲和自豪，我为我的祖国点赞，在以后的工作中，将更加
努力工作，为我的祖国增光添彩！”网友“静心”说。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祝愿祖国繁荣富
强，人民幸福安康，让我们一起奔着中国梦，继续前行，我
们都是追梦人，一起去追寻那伟大的中国梦，祖国啊，我为
你自豪！”网友“云海”评论。

“悠悠故乡情，拳拳爱国心。嘹亮的歌声传过万水千山，
更传递着河洛儿女对故乡的情，对祖国的爱。”网友“芳菲”
说，“短短5分钟的视频，展现了河洛儿女浓浓的爱国情。春
风日暖，我们同唱一首歌，唱出河洛儿女对洛阳的美好追求，
对实现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祖国的美好祝愿。”7（石智卫）

春节黄金周，洛阳市共接待游客292.62万人次，揽金约18.62亿元

洛阳文化旅游消费迎来“开门红”

2月 14日，洛阳古城快速路 220千伏飞定线路入地
改造工程现场如火如荼，洛阳供电公司40余人施工队伍
冒雪施工，全力以赴推进百城建设提质工程电力设施入地
改造任务，当日敷设线路1.2公里。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完成市区660基电力杆塔和43公
里电力架空线路拆除任务，新敷设电缆110公里，圆满完成
58条道路的电力线路改造任务。7（牛国梁）

洛邑古城超燃“快闪”
河洛大地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春节黄金周期间，龙门石窟景区设
置由数千盏大红灯笼组成的“龙门福道”
百米灯笼长廊和牡丹观赏区，让游客感
受浓浓的年味；洛邑古城“快闪”，唱响
《我和我的祖国》；倒盏村“火树银花”点
亮夜空成“网红”；鸡冠洞高空舞狮、变脸
喷火、抬花轿、猴子戏山羊等节目轮番上
映，座无虚席；龙潭大峡谷推出免费观看

“国宝”熊猫……假日的景区人气火爆，
游人如织。

随着游客量大幅增加，文化旅游市场
综合带动效应明显。旅游酒店、宾馆生意

兴旺，影院、KTV等娱乐场所顾客盈门，主
要餐饮场所餐位难定、供不应求。除夕、大
年初一，游客接待量增速同比超50%。

洛阳市智慧旅游大数据平台数据显
示，春节假期前 6天来洛过夜游客省外主
要来自江苏、河北、山东等，自驾车省外游
客主要来自浙江、江苏、陕西等，中远途游
客明显增加。

住宿数据显示，今年春节黄金周市区
主要星级饭店住宿率达68.89%，同比增长
约 5%。经初步测算，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18.62亿元，同比增长17.33%；各景区接待

境内外旅游团队 1107个，3.63万人次，假
日团队游客增长明显。

除了传统旅游项目外，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人在春节期间走进博物馆、图书馆、城
市书屋，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感受别样年
味。

据介绍，春节期间，洛阳市各级文化馆
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6项，其中广场群
众文化活动 39项，包括戏曲展演、文艺汇
演、民间艺术展演、庙会、灯会等活动，书画
摄影展览 7项，群众受众共计 72万人次，
同比受众增长10%。

“优惠滑雪”“温泉门票折扣”“赠送餐
饮”“活动赠票”“报销高速过路费”……

2019年春节期间，洛阳市继续实施冬季
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主题活动，整合各类文
化旅游资源，持续加大冬游、冬俗、冬购、冬读、
冬赏、冬学、冬娱七大板块活动力度，营造良
好的节日文化氛围，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

在优惠措施方面，老君山、龙潭大峡
谷、黛眉山、龙峪湾等文化旅游景区（点）门
票免费；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黄河小
浪底、青要山、木札岭、神灵寨、雅文虎山温

泉、颐和伏牛山居度假酒店等不同要素旅
游产品均出台优惠措施；鸡冠洞、白云山等
景区对乘高铁来洛游客门票半价，通过多
种惠民措施，吸引更多游客来洛消费体验，
有力地促进了春节消费市场提升。

据悉，各大传统景区强化年味，推出各
种迎新祝福活动。传统景区一直保持高客
流量，龙门石窟接待游客 21.48万人次，白
马寺接待游客 18.87 万人次，老君山接待
游客2.86万人次。

春节期间，河洛文化庙会暨首届隋唐

新春灯会、洛邑古城春节文化庙会、王城公
园游园会、关林文化庙会、明堂庙会、倒盏
村新春大型灯会……洛阳市区范围内举办
10余场大型庙会，为广大市民游客奉献了
精彩的民俗文化大餐。

与此同时，各县（市）区也因地制宜组
织开展庙会灯会活动，如孟津县十里银滩
黄河民俗文化庙会、魏家坡·中国年庙会、
郁金香牡丹园功夫庙会，栾川“璀璨山城”
文化庙会等，全方位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
的节日文化旅游消费需求。

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 民俗“大餐”群众“点单”

惠民促销亮点纷呈 消费市场一派红火
经初步测算，今年春节黄金周，洛阳
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18.62亿元，同
比增长 17.33%；各景区接待境内
外旅游团队 1107个，3.63万人次，
假日团队游客增长明显。

18.62 亿元

春节期间，洛阳市各级文化馆开展
各类群众文化活动46项，其中广场
群众文化活动39项，书画摄影展览
7项，群众受众共计 72万人次，同
比受众增长10%。

72万 人次

倒盏民俗文化村年味十足

龙门石窟游人如织

群众乐享阅读 王学新 摄

洛阳供电公司

风雪施工不停歇
春节不“打烊”洛阳9万群众城市书房“过大年”

龙门石窟设置“龙门福道”，让游客体验浓浓年味 李涛 摄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李宗宽 通讯员 赵祥禄 于
华）2月 15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教育部科技司日前
公示关于首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认
定结果，拟认定依托清华大学等 22个中央所属高校的基
地、河南科技大学等 25个地方高校的基地为首批高等学
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公示期为 2019年 2月
12日至2019年 2月 18日。

据悉，首批入选的这47所高校中，河南科技大学是我
省唯一入选高校。

2018年 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
技术转移基地认定暂行办法》的通知，明确提出打造一批
体系健全、机制创新、市场导向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平台，以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能力提升。

河南科技大学是国家国防科工局与河南省人民政府
共建高校。学校成立于 1952 年，隶属原机械工业部，
1956年从北京迁至洛阳。1998年划转至河南省，实行中
央与地方共建。经过多年发展，河南科技大学现拥有 46
个国家级、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人
文社科研究基地，2个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拥有机械装
备制造、金属材料、新材料、轴承、齿轮等一大批特色专
业。7

教育部首批拟认定 47个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我省河南科技大学入选

深情激昂的歌声，唱出青春的自信，唱出对伟大祖国
的美好祝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