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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又到了赏花踏青好时节。4月 1日，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高德地图联合发布《踏青赏
花 还看老家：河南省 2019清明出游指南》（以下简
称《指南》），通过深度挖掘旅游大数据和交通大数
据，为游客清明出游提供参考。

■盘点 河南十大清明假期热门景区

高德旅游大数据分析预测了今年清明小长假
期间河南省内的十大热门目的地，依次为：焦作云
台山风景名胜区、清明上河园、嵩山少林风景区、龙
门石窟、王城公园、中国国花园、白马寺、绿博园、洛
阳牡丹园、嵖岈山风景区。在这十大热门目的地排
行榜中，洛阳市占据“半壁江山”，郑州市有两处，开
封市、焦作市、驻马店市各有一处。

■提醒 去热门景区最好错过高峰时段

云台山景区节日期间基本通畅，预计 4月 6日
相对拥堵；清明上河园预计拥堵高峰期在清明假期
第二天（4月 6日）的 11点到 12点、18点到 19点达

到早、晚间的拥堵峰值。因此，建议游客选择在 13
点至14点相对不拥堵的时段进入。

2019 洛阳牡丹文化节期间(4 月 5 日至 5 月 5
日)，限行对象为悬挂豫C号牌的本市机动车，按周
一至周五和周六、周日限行办法执行；外地号牌机
动车不受限制。

预计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国花园道路处于畅通
的状态；洛阳牡丹园周边道路偶尔出现拥堵状态。
景区周边道路在早9点至12点时段及17点至 18点
时段，拥堵较严重；其中 10点至 11点和 17点至 18
时段为早、晚拥堵高峰。高德地图大数据相关负责
人表示，预计届时王城大道交叉口处会出现拥堵；
牡丹园南侧会出现短暂慢行。建议游客避开王城
大道，绕行北侧机场路至国花路进入景区。

■出城 4月5日9点至11点较堵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清明小
长假是出游出行的高峰期，建议广大市民尽量选择
公共交通，错峰出行。如果驾车，提前规划出行线

路合理避堵。
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河南省高速将出现短时

集中的出行、返程高峰。预计 4月 5日 9点至 11点
为高速出行拥堵高峰；同时，出行高峰期间，部分高
速拥堵将超过5小时。

4月 7日将出现返程拥堵高峰，17点至 19点拥
堵程度较高。易拥堵的高速有G4京港澳高速、S88
郑尧高速、S85郑少洛高速、S82郑民高速等。相较
于出行高峰拥堵，预计返程高峰更短、更分散；预计
大多数路段的拥堵时长在3小时内。

据了解，清明小长假期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部分热点城市和热点景区将通过高德地图、广
播电台、移动客户端和景区智慧平台等，实时监测、
实时发布旅游资讯，为广大市民和游客带来更多智
慧旅游服务。

比如，在高德地图上，旅游途中搜索云台山，点
击“一键智慧游”，游客便可以实时查看景区动态信
息、手绘游览图、最佳拍照点，实现在线购票等游
前、游中、游后全周期的信息服务。 （树坤）

清明：哪些景区最热？哪个时段最堵？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高德地图发布出游指南

据洛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消息，4月 10日，第
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将在洛阳市定鼎
门遗址广场举行。本届牡丹文化节开幕式文艺演
出以“国色天香 献礼华诞”为主题，通过国花贺中
华、人民的城市、博物馆之都、天地鉴、致明天等篇
章，全面展示洛阳建设新成就。

据悉，本届牡丹文化节的举办时间为 4月 5日
至 5月 5日，策划了牡丹文化节开幕式、中国-中东
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绽放隋唐——隋唐洛阳城保
护传承、国色天香·牡丹赏花、牡丹之约.文化惠民、
经贸、展览七项系列主题活动。

在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市32家景区将推出免
票或半价政策。龙门园区计划启动以“‘醉’最盛
唐·‘优’游龙门”为主题的九大系列文化旅游活动，
呈现恢弘盛唐气象，展现盛唐精致风韵。同时，龙
门园区与洛阳市部分景区、酒店、商场携手推出优

惠政策，即日起至 2020 年 3月 31 日，对洛阳周边
300公里区域并推及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执
行分时、分期优惠行动计划，实行门票60元/人次优
惠措施。

作为今年牡丹文化节文化惠民活动之一，“国
色天香·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非遗专场活动
将于4月 9日 9时 30分至 11时在周王城广场举办，
内容包括“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
目3项和国家级非遗项目10项。届时，游客既可欣
赏到发音奇特的蒙古长调，又能听到天籁般美妙的
贵州侗族大歌，还能领略独具特色的广东湛江高杆
舞龙的魅力。此外，四川的清音和变脸、贵州的反
排木鼓舞和侗族琵琶歌、山西的绛州鼓乐等节目也
将一一上演。

目前，洛阳的中国国花园、王城公园、隋唐遗址
植物园等公园的牡丹进入盛花期。 (朱天玉)

3 月 31日，方城县二郎庙镇的万
亩油菜花海进入了最佳观赏季节。在
二郎庙镇肥沃的原野上，只见成片成
片金灿灿的油菜花竞相怒放，花色醉
人，吸引了无数游人纷至沓来。据悉，
为期 17天的“2019中国·方城第三届
牡丹花节暨万亩花海旅游节”将于

2019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20 日隆重举
办，这是方城县打造全域旅游，实施乡
村振兴的又一重大亮点活动，以此活
动为契机，将大大带动方城县七峰山、
七十二潭、风情植物园等景区的市场
辐射力，实现方城文化旅游产业跨越
发展。 （朱天玉）

据西峡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消
息，2019 中国西峡·伏牛山国际越野
赛将于 4月 13日在河南西峡县举行。
西峡县将利用此次活动，发挥体育赛
事的综合带动效应，宣传推介西峡旅
游，进一步打响“避暑养生地·南阳老
界岭”品牌。

西峡县位于豫鄂陕三省接合部、

八百里伏牛山腹地，是一个“八山一水
一分田”的深山县，境内旅游资源丰
富，文化底蕴深厚。本次赛事在老界
岭旅游度假区游客服务中心鸣枪起
跑，比赛路线将穿越老界岭、五道幢、
老君洞、龙潭沟、伏牛地下河等景区，
选手在全身心参赛的同时，可欣赏沿
途独特的西峡风光。 （朱天玉）

百花峥嵘醉春风。清明假期，带着家人和朋友
来绿博园问花节感受明媚春光吧。3月 30日，郑州
绿博园一年一度的春季“问花节”正式开幕。问花
节期间，郁金香展、樱花展、海棠展、碧桃展、花宠迎
宾、美女不倒翁、小丑巡游、美女花神迎宾舞等众多
精彩活动为市民打造一顿丰盛的“寻芳大餐”。

郑州绿博园，除了主打的郁金香展、梅花展、樱
花展、海棠展、碧桃展，五大花展，迎春、连翘、玉兰、
麦李、二月兰、紫荆、桃花、梨花等已经逐次盛放。
橙红、嫩绿、粉紫、鹅黄、雪白、淡粉、艳红放眼望去，
整个园区仿若水彩调色盘，五彩缤纷，美不胜收。

花本多情，花开成海，花虽无语，笑若云霞。大
好春光，让心情因花而美丽起来。除了赏花之外，
还有趣味十足的小丑表演，神秘有趣的人体悬浮，
悠扬古典的乐曲，花海中的行为艺术、绝色美艳的
花仙子巡游，带你一嗨到底。

问花节将持续至 4月 21日。其间，铿锵有力、
气势恢宏的少林功夫展演让你叹为观止；异域风情
的佳丽走秀让您拥有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体验；带有
浓郁西欧特色、热情奔放的乐队为啤酒节奉上异国
的音乐大餐；战况激烈的啤酒狂欢、情侣吸啤酒大
赛、啤酒传递大赛让你一次玩个够。 （宋剑丽）

东北雪乡小屋、圣诞老人、梦幻欧洲小镇、
时光隧道冰雪滑梯……经过一个月的封闭升级
改造，由哈尔滨国际冰雕团队创作的雪乡主题
冰雪乐园将于 4月 3日在郑州冰雪城堡正式亮
相。

据了解，城堡由专业冰雕团队使用 60000
条冰块精心雕刻，五大主题冰雕场景，14项冰雪
体验游玩项目，集冰场、娱雪、游乐项目于一体
的四季运营的综合性室内冰雪主题乐园。为给
省内外游客提供全新的冰雪主题乐园项目，此
次，郑州冰雪城堡专门闭园一个月，特邀哈尔滨
国际冰雕团队进驻打造全新的“雪乡主题冰雪
乐园”，冰雕设计主题包括深受孩子们喜爱的梦
幻欧洲小镇、戴森海洋球等主题。新增大型侏
罗纪时代恐龙、金刚、魔兽世界、部落冲突、王者
荣耀、疯狂原始人等主题冰雕群展，更有冰上自
行车、冰上桌壶球等新鲜好玩的互动项目，为您
呈现出梦幻与惊险并存的冰封世界。同时还推
出丰富多彩的冰上娱乐项目，以及时光隧道滑
梯、欢乐照相馆、卡丁跑道互动、5D留影墙等全
新项目。

为给市民欣赏冰雕提供便利，4 月 2 日当
天，市民可免费参观全新亮相的“雪乡主题冰雪
乐园”，欣赏冰雕大师们的杰作。 （樊帆）

4月 5日，巩义“浮戏山三月三文
化旅游节”序幕开启，为热爱生活的人
们，提供一个心灵休憩地。

浮戏山三月三文化旅游节是浮戏
山雪花洞的传统节日，由古时当地青
年男女拍手定情的传统民俗发展而
来。自2007年第一届活动以来，每年
都会吸引来自全国的游人学者到此观
光旅游、艺术创作，也是深受巩义广大

市民喜爱的民间艺术盛会。其间将专
场展示浮戏山独有民俗文化、地域特
色小吃、河洛民俗文化和民间非物质
文化遗产。

浮戏山一名出自《山海经》，俗称
老庙山。峰峦峻峭，山涧众多，古庙成
群，不但拥有距今 5亿多年的天下第
一雪花洞，也是河洛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和组成部分。 (张海军)

春来柳绿，又是清明。清明小长
假，快走进秀美淇县，邂逅醉美时光。

假日期间，云梦山景区将隆重举
办第三届“福寿文化节”暨踏青祈福大
会，届时，逛传统庙会、祈平安吉祥，登
云梦圣顶、赏桃花芬芳，游空中草原、
观太行奇观，乘坐高山滑草、体验骑马
射箭等旅游活动丰富多彩。移步战国
古军校，还可观赏武士迎宾、调师离
位、孙庞对弈等实景演出，体验梦回千
年的穿越之旅。

古灵山上，梨花坡赏花、女娲宫祈

福、玉带河漂流、古佛洞探秘、玻璃桥
高空探险等活动精彩纷呈，将带您
360 度观景体验不同风情。朝阳山
上，游古刹、攀佛崖、登尖山、谒孔圣，
可尽享登山乐趣。

清新朝歌，满眼春色。清明小长
假，秦街桃花香，油城梨花艳，赵庄菜
花黄，大石岩山花浪漫，邀您一起漫步
美丽村庄，共享休闲时光。

处处皆美景，全域竞芬芳。清明
小长假，来淇县踏青赏花、登山健身，
感受浓浓的春意吧。 （张小燕）

3月 29日，“2019互联网共享经济
商圈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的联营单位、门店业主、数字经
济领域企业等 200多人共同探讨互联
网大背景下智慧康养发展方向。

壹网通集团执行总裁、河南梁宋旅
游集团董事长张青展表示，当今是一个
互联互通的新时代，需要利用互联网思
维做好旅游、康养等产业融合。

中金康养集团董事长吕少鹏推介
了智慧康养项目，该项目致力于打造满
足中老年朋友养老、餐饮、居家服务、生
态农业产品直供“互联网+智慧养老+

社区”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河南梁宋旅
游集团执行总裁黄志贤推介了“智慧旅
游项目”，系统介绍了智慧旅游的意义、
智慧旅游的发展及梁宋旅游的智慧旅
游业务，致力于让旅游回归美好。共享
经济商圈创始人黄善金以“数字经济下
实体商业的迭代与蜕变”为题，剖析了
共享数字商业中商家怎么赚钱、合伙人
怎么赚钱的问题。

壹网通集团、梁宋旅游集团、中金
康养集团、猎户资本等企业相关负责
人分别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为共同
做好河南市场发力。 （邓放）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卫艳萍

3月 30日，全域济源生机盎然。在济源市承留
镇的花石村，千亩梅花迎春绽放，吸引着城里的游
客前来踏青赏花，感受田园风光。

“乡村的好风景带来了百姓的好‘钱景’，这是
我们村 80多个股东抱团的结果。”花石村党支部书
记周全喜难掩内心喜悦。

近年来，花石村着力打造美丽宜居家园、休闲
宜游乡村、天然宜养基地，以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
兴，在“绿水青山”中寻找“金山银山”，走出了一条

“集体领办·群众入股”的乡村旅游经营创新之路。
花石村距离济源市中心不过十公里，共有 204

户 813人，这里有山有水有文化，可百姓却守着青山
绿水过着苦日子。穷则思变——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2009年，花石村率先整合

土地资源，发展村集体经济，将880亩耕地等资源性
资产归在集体名下，村民每人每年补贴700斤粮食，
把花石人从土地中解放出来。

2015 年，济源市率先开展全域旅游的实践探
索。这一年，花石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花石村乡村
休闲旅游合作社注册成立，村集体以集体土地入
股、群众以现金入股，“集体领办 农民入股”的乡村
旅游经营模式初现端倪，“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成为现实。

农旅项目的引入，使花石村发生了巨变。由花
石村乡村休闲旅游专业合作社投资的南山森林公
园滑雪场、南山水上乐园、花市灯展、打铁花、南山
梅园等乡村旅游项目先后建成。南山滑雪场当年
实现收益 60%，第二年全部回收成本，第三年实现
分红 20%。南山水上乐园项目每年 10%的固定收
益让群众吃上了“定心丸”。目前，花石村正在把

1200多亩荒坡地利用起来，打造北方最大梅花园。
“集体领办·群众入股”的经营方式打造了花石

村新的经济增长点，更坚定了百姓集体致富的信心。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在花石村显现，养生嘉园、金猪潭
农庄、盛华庄园、南山儿童公园等项目纷纷生根开花，
这里成了淌金流银的“金花石”。

集体资产也改变着花石的村容村貌。村民赵
伟说：“路灯亮亮堂堂，街道干干净净，自来水免费
用，天然气进家门……日子越来越红火了!”

旅游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扶贫优势，带动了百
姓脱贫致富奔小康。“集体领办 群众入股”的花石村
乡村旅游发展路径带来了好“钱景 ”，成为了乡村振
兴“新引擎”。截至 2018年年底，村集体收入达到
200多万元，来自于旅游业的收入占60%以上。

打造乡村旅游升级版，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花石村正悄然巨变。

农历三月三 拍手浮戏山

首创扫码锁客 共享商圈经济

洛阳：牡丹初绽放 满城皆春色

国际越野赛 穿行伏牛山

十里菜花香 方城邀您来

朝歌春光好 踏青赏花忙

郑州绿博园：问花春天里 尽情与花语

绿城之春开启“冰雪之旅”

郑州冰雪乐园全新亮相

济源花石村：好“风景”带来好“钱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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郸城县城郊乡针对自身处于城乡接合部，
既有城市拆迁工作之定位，又有乡村脱贫振兴
之要务，对此，该乡纪委深感责任重大，切实发
挥纪委的监督执纪职能刻不容缓。利用身边事
教育身边人。用市纪委监委查处案件中的部分
典型案例召开全乡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从
部分干部套取低保、危房改造款等案例深入剖
析干部违法犯罪的根源、诱因、影响，教育广大
党员干部要增强廉洁从政意识，筑牢思想道德
防线。同时，该乡把规矩挺在前面，执纪监督形
式灵活多样。乡纪委委员采取分包工作片的形
式，走进农户家中，深入田间地头，召开座谈会，
发挥村级监察信息员的作用，对征地拆迁补偿
款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干部对政策落实、工作落
实全程监督。通过监督，加强了干部作风的转
变，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维护了群众的利益，
树立了纪检干部的良好形象。 （韩旭东）

用好以案促改 抓好执纪监督 社旗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经
济总量小，基础设施薄弱，传统产业占
比大。今年以来，社旗县税务局围绕
全县“项目建设突破年”“脱贫摘帽年”
的发展主题，积极发挥职能作用，落实
税收政策，为贫困县脱贫摘帽，为当地
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税”动力。

问需问计，助力实体经济做强

在特色产业培育、招商引资、产业
扶贫等方面，该局持续开展“问需求、
优服务”走访调研活动，县局领导班子
带队，分赴重点税源企业、招引项目、
扶贫车间，面对面讲政策、听建议；点
对点问需求、解难题，让税收管理和服
务更加贴近企业发展需求；通过深化

“税银互动”，助力民营企业便利融资，
使县域实体经济持续迸发新活力。一
季度累计走访企业98户，解决问题35
项，收集意见建议 23条，进一步疏通

企业发展的涉税“堵点”，推动企业更
快发展。

全心全意，打造服务金字招牌

该局充分展现“新税务 新形象
新作为”的全新面貌，推进税收领域

“放管服”改革，直面纳税人“痛点”“难
点”和“堵点”，进一步落实简政放权、
减税降费的要求，办税服务实现“一窗
一人”“一网通办”，开展“便民办税春
风行动”，压缩涉税资料，简化办税流
程，持续更新“最多跑一次”清单，拓宽

“一次办妥”事项，努力打造流程更优、
效率更高、服务更好的税收环境，彰显
纳税服务新形象。

不折不扣，落实减税降费政策

聚焦减税降费，该局认真落实服务
民营企业发展的26条措施、个税新政、
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先后组织纳税人学堂3期，纳税辅导73
户次，搭建“线上”“线下”税企沟通平
台，让纳税人充分了解国家减税降费政
策，让减税降费政策红利精准惠及每个
纳税人，使纳税人真切感受到政策红利
和办税便利带来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据了解，全县近 600户企业减税 1000
多万元，为发展注入增添新动力。

社旗县税务局党委书记、局长刘
景文谈道：“社旗县的税源底子薄，小
微企业居多，这次的小微企业普惠性
减税政策如‘及时雨’，缓解了企业资
金压力，降低了运营成本，打了一针

‘强心剂’，使企业能够可以有更多资
金来扩大生产规模。在接下来的税收
宣传月，我们还要举办税收新政‘进扶
贫车间、进集市、进庙会、进乡村、进两
会’等系列活动，将党的好政策送到百
姓和企业的手中，送到纳税人和缴费
人的心坎里。” （曹刚 王浩然）

社旗县税务局：发挥职能优势助力当地企业发展

开封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城西街道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

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

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

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

争。一是加强学习，强化社区

“两委”成员自律意识。深入开

展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不断

提升“两委”成员政治意识、大

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通过组织学习《宪法》《监察法》

《党内监督条例》《纪律处分条

例》，时刻做到自警自省，常念

纪律规矩“紧箍咒”，筑牢道德

底线“防护墙”。二是加强监

督，积极推行协商民主议事。

充分发挥党务、居务公开监督

委员会、居民代表议事会等力

量的作用，通过走访党员和居

民的方式，征求对“两委”及其

成员作风建设的意见和建议，

从而强化了对“两委”工作和

“两委”成员作风的监督力度。

三是加强引领，发挥表率示范

作用。党工委、纪委坚持以身

作则，积极发挥表率作用，要求

其他“两委”成员做到的自己带

头做到，要求“两委”其他成员

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坚持定

期通过征求意见、谈心活动、相

互批评等方式，虚心接受其他

“两委”成员和社区党员居民的

监督，真心了解群众需求，努力

做好群众的代言人。（吴俊生）

开封城西街道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赏浪漫樱花 醉富美鹤城
——“春游鹤壁·百团万人赏樱花”活动正式启动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春天来了，樱花开了。一场鹤壁
旅游的春之曲已经奏响。

3月 30日，2019“春游鹤壁·百团
万人赏樱花”活动正式启动，鹤壁市副
市长李小莉诚邀八方宾朋前来感受浪
漫樱花，畅游富美鹤城。

淇河吟唱着千年的《诗经》，2万多
株樱花绽放樱花大道，鹤壁处处展示
着古韵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时
尚之美。游客可以尽情感知仙鹤栖息
的历史文化，陶醉于樱花烂漫的最美
樱花大道，领略被誉为“诗河、史河、生
态河”的淇河风光。

今年的“春游鹤壁”活动包括：春游
鹤壁·百团万人赏樱花、第五届中国鹤
壁樱花文化节、鹤鸣湖桃花文化旅游
节、朝阳山+灵山小镇登山节、王家辿
香椿节、“梦回隋唐”黎阳仓探秘游、云
端西顶山野音乐会等 20多项活动，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有很强的体验性与
参与性。与此同时炫彩灯光秀、梦幻夜

赏樱花、创意樱花景观等活动与您相
约，让游客亲身体验，增加赏花乐趣。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周耀
霞表示，近年来，鹤壁市抢抓机遇，推
动文旅融合发展，打造了一张张叫得
响的城市名片。在今年的中国（鹤壁）
樱花文化节开幕前夕，启动“春游鹤
壁”活动，是促进鹤壁春季旅游开展的
重要举措。春游鹤壁系列活动的开展
必将推动鹤壁文化和旅游事业的大发
展、大繁荣。

据悉，鹤壁华夏南路有着“中国最
美樱花大道”之称，全长 4000 多米。
活动当天，吸引了省内外数千名游客
和当地市民前来赏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