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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朵花”的传奇背后，是一座
城的蝶变。

近年来，洛阳以新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高质量发展为方向、以转
型发展为路径，围绕建设中原城市
群副中心城市、打造河南新增长
极，全面深化“9+2”工作布局，打
好具有洛阳特色的“四张牌”，着力
推动高质量发展。

每年牡丹文化节，洛阳都有一
批道路桥梁和城市绿化、美化、亮
化等城建项目建成投用，今年集中
攻坚的 5类 182项城建项目，将在
牡丹文化节前后相继竣工，为城市
强支撑、绘底色、增灵气、提颜值，
让市民在洛阳生活更方便、更舒
心、更美好。一幅居者心怡、来者
心悦的宜居宜业城市建设“大写
意”正在向“工笔画”转变。

产业转型在“加速跑”。投资
200 多亿元的洛阳银隆首台新能
源整车下线，圆了洛阳人的汽车
梦；格力中央空调及冰洗生产线开
建，填补本地家电产业的空白；“一
号工程”洛阳石化 1000万吨炼油
能力扩能改造，延伸高端石化产业
链条。在产业转型提速中，传统产
业“老树发新芽”，新兴产业“新芽
成大树”，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等
产业转型升级受到国务院通报表
彰。

城市转型在“加速跑”。实施
“一中心六组团”城市发展战略，四
级联动现代城镇体系、30分钟快
速交通圈经济圈加快形成，推动北

部城市发展区和南部生态涵养区
协同发展。150 座小游园星罗棋
布，让群众享受“开窗见绿、出门进
园、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惬意；
城区首条快速路古城快速路通车；
城区集中供暖率 3年间从 40%大
幅提升至 80%；隋唐洛阳城国家
历史文化公园、二里头遗址博物
馆、“博物馆之都”揭开了洛阳文化
旅游的新篇章；遍布街头的110座
城市书房，持续打造“书香洛阳”
15分钟阅读圈。实施文明城市创
建“五项治理”，城市转型提质提
速，千年古都“颜值”“气质”被广泛
点赞。

动能转型在“加速跑”。驻洛
央企和省属企业“三供一业”改革
走在全省前列，审批服务事项网
上可办率达到 100%、一网通办率
达到 95.1%，建立覆盖 17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贸易“朋友圈”，河南
自贸试验区洛阳片区、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实现“双自联动”“双
区叠加”发展，洛阳“双创”闯出全
国品牌，连续两年生产总值“三产
超二产”，打破了长达半个多世纪
的“二产独大”局面……改革、开
放、创新“三力联动”激发发展新
动能，洛阳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更
强、后劲更足。

“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
织得成。”春暖时节牡丹花开，花与
城的故事，将在一条具有洛阳特色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上继续精彩上
演！

城建提质增颜值
转型升级正当时

花香书香辉映 诗和远方同行
——写在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之际

城市书房品书香

地铁建设中的“洛阳造”牡丹盾构机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

4月 2日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在

郑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以“国色天香，

献礼华诞”为主题的第 37届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于 2019年 4月 5日至 5月 5日

在洛阳市举办；4月 10日，本届牡丹文化

节开幕式将在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

定鼎门遗址广场精彩上演。

一个个牡丹园花香四溢、游人如织，

150座各具特色的小游园“开窗见绿、出

门进园、四季常绿、三季有花”，110座风格

各异的城市书房免费开放，一批道路桥梁

等绿化、美化、亮化的城建项目建成投用，

一系列利民惠民举措陆续推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高质

量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一朵花”“一个

节”与“一座城”的故事，开启了“国色天

香，献礼华诞”的全新叙事。千年古都书

写着花香书香共芬芳、诗和远方同行的出

彩篇章。

□本报记者 田宜龙
本报通讯员 赵鲜赤 韩露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
奇。”

洛阳牡丹种植始于隋、盛于唐、甲
天下于宋，以花大色艳、雍容华贵见
长，源远流长 1000多年的牡丹文化，
成就了“洛阳牡丹甲天下”的佳话。
洛阳牡丹目前已培育出 9大色系、10
种花型、1200多个品种，种植面积 21
万亩。

伴随着一次次花开，中国洛阳牡
丹文化节自 1983年以来，已连续举办
36届，成为集文化交流、经贸合作、旅
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性节会活动
和河南重要的文化名片。

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李亚
指出，要以“坚定文化自信”“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
标，以“牡丹文化”“利民惠民”为主
脉，创新举办机制、提升节会内容，彰
显文化特色、落实惠民举措，真正把
牡丹文化节办成弘扬河洛文化、促进
文旅融合、建设美丽城市、幸福广大
群众的平台、纽带。

近年来，洛阳牡丹文化节每年接
待游客均保持在2000多万人次以上，
旅游总收入稳定在 200亿元左右；牡
丹文化节投洽会签约重点项目投资总
额每年均达数百亿元，为洛阳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输入新鲜血液。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著名古都，
洛阳近年来着力打造“博物馆之都”，
正在让洛阳成为一个古今辉映、诗和

远方兼备的地方。今年，在 2018年推
出 10条“博物馆之都游”精品线路基
础上，洛阳市还推出更多特色鲜明、各
具特点的“博物馆之都”旅游产品和线
路，满足不同游览需求，让中外游客通
过“博物馆之都游”，在“古今辉映”中
充分体验千年古都的城市文化魅力。

以牡丹文化节为依托，洛阳充分
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着力推动文
化旅游产业由“景区游”向“全域游”、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旅游城
市”向“城市旅游”转型发展，打造文化
旅游“升级版”，擦亮“古今辉映、诗和
远方”的城市品牌。

据介绍，本届牡丹文化节秉承“以
节促建、以节促管、以节推介、利民惠

民、全面提升”的办节宗旨。立足群众
所需所盼，洛阳市先后推出了一系列
惠民政策，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让文化节真正成为人
民的节日、百姓的盛会。

2017 年牡丹文化节期间洛阳推
出“旅游年票不受限、部分公园不收
费、社会车辆不禁行、餐饮住宿控涨
幅、环城高速豫C车辆免费通行”五项
惠民举措，惠民力度创历年之最，到
2018年又推出“文化消费有补贴”，实
施“5+1”惠民政策，再到今年牡丹文
化节惠民政策再升级，推出“体育场馆
限时免费开放”“市区景点和县（市、
区）景点有折扣”等政策，洛阳利民惠
民政策不断巩固、创新、提升。

本届牡丹文化节聚焦主题主线，
安排了文化交流、赏花旅游、经贸会展
等一系列喜庆热闹的活动，全面展示
河南、洛阳改革建设发展的新成绩，热
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开幕盛典，丰富多彩。4月 10日，
本届牡丹文化节开幕式将在世界文化
遗产所在地——定鼎门遗址广场精彩
上演，围绕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

“出彩新征程”为主题，设计了“国花贺
中华”“人民的城市”“博物馆之都”“天
地鉴 致明天”等篇章，为观众奉献一场
具有厚重历史感和鲜明时代感的开幕
盛典，展示古都形象，增强文化自信，营
造欢乐祥和、喜庆隆重的浓厚氛围。

作为牡丹文化节重头戏，洛阳策划

了形式多样、互动性强的“国色天香·牡
丹赏花”系列活动，包括法式风情园开
园、牡丹航天育种科技展、“牡丹诗词”
快闪、专家带你识牡丹等内容。

以花为媒、扩大开放。洛阳市市
长刘宛康介绍，本届牡丹文化节按照

“以花为媒、广交朋友、扩大开放”的思
路，安排了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
投资贸易洽谈会洛阳分会场暨洛阳牡
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第四届全
国电子商务园区论坛暨首届新经济园
区论坛、第三届“牡丹之约·全球产业
融合论坛”、第五届国际牡丹产业博览

会、第四届洛阳（国际）机器人暨智能
装备展览会等高质量的经贸会展活
动，着力吸引人才、项目、资金、技术、
信息等要素向洛阳汇聚，厚植产业发
展基础。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
城市，本届牡丹文化节还将承办第二
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进
一步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
坛由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政府主办，是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
家级文化交流活动，两年一届，首届
2017年在塞尔维亚举行。届时，来自
中东欧 16个国家的嘉宾将围绕“文化
遗产与城市发展”的主题深入交流，对
全省构筑全国重要文化高地、实现中
原更加出彩具有重要意义。

眼下，徜徉在古都洛阳，低头
处处是绽放的牡丹花，抬头可能就
是一座城市书房。温馨舒适的阅
读环境，丰富的藏书，享受阅读的
市民，构成洛阳街头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这些建筑风格各异、装饰精美
的城市书房，建在人口密集、交通
便利的区域，统一命名为“河洛书
苑”城市书房。所有城市书房每天
开放时间不少于 12小时，而且全
年无休，读者刷借阅证、身份证即
可进入。书房统一配置图书资源，
所有图书集中采购，种类众多，复
本率低，定期流转；统一配置自助
设备，自助办证机、自助借还机、电
子书下载机等一应俱全。

2018年，洛阳市委、市政府将
“书香洛阳”城市书房建设工作作
为一项民心工程强力推进，要求将
此项工程列入2018年度全市文化
惠民的重点项目，全力攻坚完成。
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投用城市书
房 110座，书香书韵、向上向善的
氛围日益浓厚，“15分钟阅读文化

圈”基本形成。
赏花之余，游客还可以走进城

市书房，参与丰富多彩的读书活
动，在书香花香交融中品味“诗和
远方”。

据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负责人介绍，本届牡丹文化节积极
贯彻党的十九大“满足人民过上美
好生活的新期待”的要求，坚定文
化自信，坚持文化引领，深入挖掘
洛阳历史文化资源，积极策划了隋
唐洛阳城国家保护与传承系列活
动，《洛神赋图》展示、“书香洛阳”
阅读推广、马派戏曲艺术周、广场
文化狂欢月等丰富多彩的惠民消
费活动，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
的文化产品，为古都文脉增添新时
代气息。

值得一提的是，落实深化国家
文化消费试点工作要求，洛阳市还
将在洛邑古城非遗文化产业园举
行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集中展示
文旅创意产品、文化演艺、非遗技
艺等，进一步促进文化消费、推动
文旅融合。

花开新时代 今朝更惠民

城市书房添雅韵
书香花香竞芬芳

聚焦主题主线 出彩新征程

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活动一览表

第37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开幕式

时间：4月10日
地点：定鼎门遗址广场
内容：开幕式分政务活动和文艺演出两个环节。文艺演出
以“出彩新征程”为主题，以定鼎门遗址广场为舞台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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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新中国成
立70周年。

时间：4月9日至12日
地点：钼都利豪国际饭店
内容：以“文化遗产与城市发展”为主题，设置开幕大会、主
旨发言、论坛交流、参观交流等内容。

国色天香·牡丹赏花系列活动 经贸系列活动

展览系列活动

绽放隋唐-隋唐洛阳城保护传承系列活动

中国-中东欧国家文化遗产论坛

牡丹之约·文化惠民系列活动

近年来，洛阳牡丹文化节每年接待游客均保
持在2000多万人次以上，旅游总收入稳定在
200亿元左右；牡丹文化节投洽会签约重点
项目投资总额每年均达数百亿元

数百亿元

今年集中攻坚的 5类 182项城建项目，将在
牡丹文化节前后相继竣工，为城市强支撑、绘
底色、增灵气、提颜值

182项

150座小游园星罗棋布，让群众享受“开窗见
绿、出门进园、四季常绿、三季有花”的惬意；
城区首条快速路古城快速路通车；城区集中
供暖率3年间从40%大幅提升至80%

150座

隋唐园立交桥

定鼎门遗址博物馆

●第五届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
时间：4月19日至4月21日
地点：洛阳会展中心
内容：举办国际牡丹产业博览会暨中国健康产业大
会、女性微商创业大会、牡丹产业合作洽谈会等。

●第四届洛阳(国际)机器人暨智能装备展览会
时间：5月10日至5月12日
地点：洛阳会展中心
内容：举办中国洛阳智能制造暨机器人产业论坛、
服务机器人表演赛、采购商对接洽谈活动、项目对
接签约活动、智能制造企业参观考察活动。

●九洲池开园仪式
时间：4月12日
地点：九洲池景区瑶光殿南广场
内容：包括隋唐文化月、“行吟洛阳”千人诵唐诗、“博礼洛
阳”文创展示、“来点唐妆”等系列活动。

●大运河文化论坛
时间：4月19日至21日
地点：洛阳师范学院伊滨校区
内容：以“活化世遗、传承文化、带动经济”为主题，探讨隋唐
大运河保护利用开发，为洛阳大遗址保护利用建言献策。

●《洛神赋图》展示系列活动
时间：4月10日至7月10日
地点：洛阳博物馆
内容：复制展示辽宁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馆藏《洛神赋
图》，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场景动态诠释，举办名家讲座、主
题诗词大会等活动，提升“洛阳博物馆之都”品牌影响力。

●书香洛阳阅读推广活动
时间：4月1日至5月5日
地点：全市各级公共图书馆、城市书房
内容：在各级图书馆、城市书房开展“走近经典、感悟人生”
经典诵读、“书香洛阳”读书日分享等活动。

●“马派”(马金凤)艺术周活动
时间：5月1日至5月5日
地点：市会议中心
内容：集中展演豫剧《穆桂英挂帅》《花打朝》《花枪
缘》等马派代表剧目及豫剧《马金凤》，邀请戏曲名
家对“马派”艺术进行研讨，宣推广“马派”艺术。

●“河洛欢歌”广场文化狂欢月活动
时间：4月2日至4月30日
地点：周王城广场、定鼎门北广场、洛邑古城、市文
化馆小剧场
内容：集中展演群众文化优秀节目、省内外群星奖
获奖节目、省内外非遗优秀节目。

●第三届河洛文化大集
时间：4月12日至4月16日
地点：洛邑古城非遗文化产业园
内容：集中展示售卖文旅创意产品、文化演艺、非遗
技艺等。

●2019中国洛阳牡丹文化时尚(装)周暨中国华服
旅游周
时间：4月13日至4月23日
地点：各牡丹园、景区等
内容：牡丹文化时尚(装)、传统华服展示与旅游宣
传相结合，弘扬发展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一届全国牡丹画精品展
时间：4月10日至4月15日
地点：洛阳美术馆

●“牡丹杯”2019河南省集邮展览
时间：4月13日至4月14日
地点：洛阳博物馆

●国色·花语摄影作品展
时间：4月11日至5月10日
地点：洛阳博物馆

●第十三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洛阳
分会场暨洛阳牡丹文化节投资贸易洽谈会活动
时间：4月9日
地点：钼都利豪国际饭店
内容：邀请国内外 500强企业和行业 50强企业及
专家学者参会，举办洛阳市情推介、对外经济技术
合作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嘉宾演讲、主题研讨对话
等活动。

●第四届全国电子商务园区论坛暨首届新经济园
区论坛
时间：4月12日
地点：钼都利豪国际饭店
内容：以“新经济、新园区、新服务、新动能”为主
题，包括主题分享、经验交流、园区游学等环节，助
推电商资源导入，打造经济新增长点。

●第三届“牡丹之约·全球产业融合论坛”
时间：4月13日
地点：洛阳市众智人才及产业基地
内容：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服务等前沿技术，
通过主旨演讲、圆桌对话等。

●赏花启动仪式
时间：4月1日
地点：中国国花园

●法式风花园开园仪式
时间：4月9日
地点：国际牡丹园
内容：举行法式花园竣工揭牌仪式，法国图尔市市长参加。

●牡丹文化节赏花旅游惠民活动
时间：牡丹文化节期间
地点：王城公园、隋唐遗址植物园、中国国花园、国际牡丹园
内容：在提升牡丹观赏园艺基础上，策划举办“武皇游春”
情景演出、牡丹航天育种科技展、“牡丹诗词”快闪、专家带
你识牡丹等活动。

●县(市)区赏花联动活动
时间：牡丹文化节期间
地点：各县(市)区景区
内容：围绕市县联动、引导客流、拉长链条、扩大消费，开展
凭市区牡丹园、龙门石窟、白马寺、天堂明堂景区门票享受
县(市)区景区门票半价优惠活动，吸引市区赏花游客到县
(市)区去。

本版图片由洛阳市委宣传部、洛阳日报提供

国色天香醉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