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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飞鹤舞樱花开，水映青

山送春来。

4月 2日，以“浪漫樱花·富
美鹤城”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

鹤壁樱花文化节在鹤壁市隆重

开幕，绚烂的花海吸引了数十

万省内外游客前来观赏。

经过多年的精心打造，中

国鹤壁樱花文化节已成为我省

著名花会之一，形成了步移景

异的特色樱花景观。2016年 4

月，种植着逾2.2万株樱花的淇

滨区华夏南路，被中国樱花产

业协会授予“中国最美樱花大

道”称号。当下，“赏花游”已成

为鹤壁最热的词汇，催生出不

容小觑的“樱花经济”。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左易和

“樱花经济”，催热旅游市场

4月 6日，第五届中国鹤壁樱花文化节
启幕后的第一个周六，鹤壁市迎来赏樱高
峰。昭君、貂蝉、慕青等10余个樱花品种竞
相绽放，将全长逾4公里的华夏南路装扮得
美轮美奂。

“我从 3月初就开始筹划这趟‘樱花之
旅’，幸亏酒店订得早，要不来了连住的地方
都没有！”当天上午，来自郑州的陈先生带着
父母、妻儿徜徉在樱花的海洋中，他在微信
朋友圈里发布的“打卡”照片，已被近 30人
询问拍摄地址。

作为樱花文化节的“颜值担当”，华夏南
路不仅成了游客青睐的“网红”景区，其周边
的酒店在节会期间也近乎爆满。受“赏花
游”带动，与樱花主题相关的樱花冰淇淋、樱
花贺卡、樱花可乐、樱花气球等周边产品也
广受游客追捧，此外，全市各县区旅游景点
的售票额也随之激增。

“我去过许多城市旅游，但鹤壁的道路
指引、景点介绍和紧急援助等综合服务实在
令人印象深刻，‘中国最美樱花大道’实至名
归！”在郑州做生意的王先生已连续 3年邀
请客户组团到鹤壁赏樱。在他看来，樱花文
化节已成为鹤壁亮眼的名片，“玩了一天，客
户们都意犹未尽，我们决定多住一晚，明天
去爬附近的大伾山、云梦山！”

白天里，淇水樱花园、金山寺、桃园公
园……全城数十个赏樱景点和旅游景区内
人潮涌动，随处可听到安徽、湖南、湖北等中
部各省的方言。

夜幕降临后，流光灯、树挂灯、照树灯等
精心布置的照明设施，将全市数万株樱花树
装点得如玉树琼花般晶莹夺目。粉红色的
貂蝉、奶白色的昭君，在灯光的辉映下展现
出比白天更旖旎的风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应用于“梦幻夜赏
樱花”项目的互动式智能亮化技术广受游客

欢迎——“在‘步步生花’‘淇水流碧玉’景观
中享受沉浸式的体验；在‘时空穿梭’‘竖琴’
景观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在‘火树银花’景观
中发出互动指令，欣赏宏大、绚烂的樱花美
景……”在黄河路上流连忘返的上海游客韩
先生激动地为融樱花、光影、科技、智能于一
体的景观盛宴点赞。

“以花为媒，以节会友，樱花文化节不仅
促进了全民参与，更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品
牌的传播。”鹤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

张涛介绍，清明小长假期间，鹤壁市共接待
游客 53.6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2%；实现旅
游收入 8420万元，同比增长 19.6%；无安全
事故发生，投诉满意率 100%，旅游市场平
稳有序。

以花为媒，推动文旅融合

日本有“樱花七日”之说，指一朵樱花从
开放到凋谢大约会持续7天，樱花之美虽绚
烂却短暂。花期一旦结束，热闹的人潮逐渐
褪去，“赏花游”很快将归于沉寂。

如何让“樱花经济”的“花期”更持久？
如何适应广大游客个性化、多层次的体验需
求？国内外各赏花胜地正在积极探索。

——防止“昙花一现”，延长花期让“月
月有花”。为了破解油菜花“一阵热”的问
题，江西省婺源市于 2017年正式推出鲜花
小镇项目，以期延续当地赏花经济的热度。
在当地的篁岭鲜花小镇，每年从 2月底到 8
月中旬，月季、紫藤、荞麦、马鞭草等主题花
卉园轮番开放，始终为广大游客呈现出不谢
的花景，基本实现了“月月赏花、季季采果、
时时观色、天天有客”的目标。

——防止“一次性消费”，延伸产业链。
在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阳山镇践行立体式
旅游理念，打造出涵盖“春花、夏实、秋娱、冬
浴”的四季游项目，让游客每个季节来都能
有不同的观感体验。“春天，万亩桃花盛开时
美不胜收；夏天，游客可以用吸管吸着吃水
蜜桃，这在别处可体验不到；秋天，我们这里
有帐篷节，晚上可躺在山脚下数星星；冬天，
可以泡露天温泉。”阳山镇镇长杨丹介绍，随
着四季游的快速发展，该镇第三产业的比重
有望占到GDP总量的半壁江山。

无独有偶，法国东南部的普罗旺斯不仅
是闻名于世的薰衣草观赏胜地，当地还把薰
衣草制作成香包、精油、香水等，不断延伸产
业链，有效解决了“赏花游”的季节性瓶颈、
产品单一、游客停留时间短等问题。

“我们也在不断地尝试‘新花样’。相较
往届，本届樱花文化节中的‘梦幻夜赏樱花’

‘炫彩灯光秀’等亮点活动将文化创意与现
代科技等要素深度融合，受到游客的热烈好
评。”鹤壁市樱花文化产业协会秘书长马传
琦介绍，本届樱花文化节秉承“提升品牌、打
造名片”宗旨，以商业化运作为切入点，以激
发市场活力、带动鹤壁现代服务业发展为衍
生点，共策划涉及文化、经贸、旅游、论坛等
具备鹤壁特色的重要活动逾 30场，正逐一
在满城春色中展开。

不断演进的“樱花经济”正在为产业链
上的每一环带来实惠——4月 2日，第五届
中国鹤壁樱花文化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
淇滨区政府举行，现场签约涉及包含人工智
能类、大数据呼叫中心类、现代商贸类、现代
农业类等在内的重点项目 34个，总投资达
41.2亿元。

“鹤壁的樱花产业虽已涵盖文化、旅游、
衍生产品等方方面面，但仍缺乏专业的樱
花研究、科学种植、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力
量。”鹤壁市樱花文化产业协会负责人表
示，当前鹤壁的“樱花经济”起点很高、态势
良好，但仍存在极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下
一步，相关部门将引进专业的旅游公司进
行打造包装，不断提高樱花文化的品牌效
应；同时，结合樱花文化节主题，有针对性
地研发有鹤壁特色的樱花主题纪念品等旅
游商品，进一步带动鹤壁市旅游业及三产
服务业快速发展。8

第五届中国鹤壁樱花文化节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樱花经济”如何花好又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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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3月 27日，京
东集团鹤壁 TDC（城市仓）在淇县玖洲国际电商物流产
业园正式开仓。

2015年，京东集团与淇县在农村电商及物流领域正
式开展合作。此前，京东集团豫北分拨仓（大件仓）已于
2017年 10月开仓，此次京东集团鹤壁城市仓项目正式
运营，标志着该县“一中心多支点”物流产业布局的提档
升级，使整个豫北地区的消费者在网购休闲食品、日用百
货、小电器时享受到京东快捷优质的“211服务”——即
当日11时前提交的现货订单，当日即可送达；当日23时
前提交的现货订单，次日15时前送达。

京东集团河南区分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城市
仓开仓后，京东集团设在豫北地区的终端营业部将增至
65个，快递员、揽收员以及众包的从业人员将达到 2500
人。至此，包含京东帮、地市承运商、配送员等在内，京东
物流在以淇县为中心的豫北地区直接和间接从业人员将
突破 1万人。下一步，京东集团将持续加强农村物流通
路网络建设，帮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创业、就业，助力河
南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甚至全球各地；此外，积极推动京
东医药、京东城市等项目落地淇县，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共同打造“智慧城市”。8

京东鹤壁城市仓开仓

□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

地处豫北的鹤壁，曾是我国主要煤炭生
产基地之一。依煤而建，因煤而兴，也因煤而
痛，面对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时代命题，
鹤壁市人大如何统筹好党的领导、人民当家
作主、依法治国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

聚焦“三大攻坚”、转型升级、非公有制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等市委、市政府重点工
作依法有效进行监督，听取审议“一府两院”
专项工作报告8项，开展执法检查3次、专题
视察 9次、专题调研 4次……2018年以来，
一项项依法履职活动折射出新一届鹤壁市
人大常委会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其开拓创
新、履职尽责的足迹，亦真实印证了鹤壁市
稳中有进、稳中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围绕高质量发展 扎实有效开展监督

——持续加强经济运行监督。2018年

以来，鹤壁市人大持续加强对计划、财政、审
计的监督，两次听取经济运行情况报告，及
时对预算调整作出决定，并跟踪监督审计查
出问题整改情况。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
为重点调研课题，鹤壁市人大深入企业和基
层，并到江浙地区考察学习，形成的专题调
研报告荣获全省人大系统优秀调研成果运
用一等奖。此外，鹤壁市人大及时提出了联
系一批非公企业、进行一次金融环境调研、
组织一次集中视察、听取一次专项报告、开
展一次专题询问、作出一个决议决定等“六
个一”措施，全力助推和支持非公经济发展。

——持续加强污染防治监督。2018年
以来，鹤壁市人大听取审议了市政府环境状
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报告，专题视察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针对存在问题，提出了有
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开展地下水资源状况深
度调研，鹤壁市人大相继提出了建立完善规
划体系、健全动态监测网络系统、合理优化资
源配置、恢复改善地下水生态环境等建议，推

动全市的水资源保护；此外，持续开展“鹤壁
环保世纪行”活动，鹤壁市人大紧盯环保有关
问题整改，充分发挥舆论监督、法律监督作
用，督促有关部门落实责任，严格执法。

——持续加强民生改善监督。为了推
动民生实事的落实，2018年以来，鹤壁市人
大相继对道路交通建设、社区医疗服务、城区
集中供暖、教育基础设施、残疾人事业等民生
实事进行视察监督，推动市政府更加重视民
生改善，不断加大投入。同时，积极助推国家
食品安全城市创建，鹤壁市人大组织开展了
食品药品安全专项调研，提出严格监管执法、
加大保障力度、落实创建责任、强化宣传教育
等建议，切实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

围绕生态文明建设 立法工作成效显著

奉法者强则国强。紧紧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更好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运用法治为改

革发展保驾护航，是人大工作的重要使命。
鹤壁市人大严格按照党委领导、人大主

导、政府协同、各方配合、公众参与的“五位
一体”地方立法工作机制，坚持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持续加快地方立
法步伐——

制定《鹤壁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
条例》，为提升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发挥了引领
和保障作用；结合地下水资源专题调研，针对
该市部分区域水位下降、水质部分污染、开发
利用效益低等问题，制定了《鹤壁市地下水保
护条例》，有效规范了全市地下水资源合理开
发和节约利用，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按照
全国人大、省人大立法工作要求，率先开展大
气污染防治立法工作，《鹤壁市大气污染防治
条例》已报省人大高票批准；加强规范性文件
审查监督工作，共受理审查市“一府两院”及
县区人大规范性文件20件，及时逐件进行了
备案审查，维护了法制统一。

“市人大将一如既往地坚持旗帜鲜明讲
政治，深入开展‘讲政治、懂法律、守规矩、强能
力，争做出彩人大人’专题活动，认真履行宪法
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持续围绕市委关注的
重点、政府关心的难点、群众关切的热点，综
合运用执法检查、视察调研、专题询问、工作
评议等形式，打好监督组合拳，提高监督质
量，以监督推进工作、促进落实、彰显支持。”
鹤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全新表示。8

一份沉甸甸的履职答卷
——新时代鹤壁市人大常委会工作的责任与担当

助力鹤壁高品质开展“六城联创”活动

“文明交通春雷行动”成效显著

鹤壁市公安局民警走进校园开展文明交通主题宣
传 赵庆军 汪春 摄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 通讯员 汪春）
身着反光背心、吹着交通哨的执勤民警，规范有序地指挥
疏导交通；头戴小红帽、身穿志愿者服装的交通劝导员，
挥着小红旗劝导人们安全文明出行……4月 9日，记者在
采访中获悉，鹤壁市“六城联创”之“文明交通春雷行动”
活动启动以来，该市道路文明交通水平持续提升，交通参
与者的文明交通意识稳步提高。

为助力鹤壁市高品质开展“六城联创”活动，鹤壁市
公安局以城区主要道路、农贸市场、商场、超市、学校、医
院等场所周边交通秩序乱点为重点，对各类交通违法行
为严查严处。该局每天抽调 360多名民警，同全市各个
文明单位抽调的 140多名交通文明志愿者一起走上街
头，在交通高峰时间分把路口，纠正不文明交通行为，全
力规范道路交通秩序。

此外，鹤壁市公安局还向全市发出“‘六城联创’文明
交通倡议书”，陆续开展了文明交通志愿服务宣传进校
园、巾帼志愿服务队到淇河沿岸捡拾垃圾、深入单位开展
文明交通宣传等活动，均取得良好效果。

鹤壁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李树良表示，全
市公安交管部门将以“六城联创”为契机，紧密结合“百城
建设提质工程”“学雷锋志愿服务”以及平安鹤壁建设等
行动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交通活动，坚决打好打赢“六城
联创”攻坚战。8

鹤壁城市云计算中心

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 王风娇）记者 4月 8日

从鹤壁市智慧城市管理办公室获悉，鹤壁城市云计算中
心（下称“云中心”）已于日前顺利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正式跻身高新技术企业之列。

据悉，鹤壁市于2013年被列入全国首批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城市。2014年，曙光集团将其近 10年的政务云
运营经验引入鹤壁，率先布局全省首家城市云计算中心，
峰值计算能力达50万亿次/秒，存储容量达2700TB。

运营至今，云中心已承载鹤壁市32家单位的近百个
业务系统，为政府节省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逾 1亿
元，并在提升城市功能、完善公共服务、吸引高端人才、完
善投资环境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成立至
今，该中心已获得软件著作权 15个，科技成果转化能力
持续提升，研发组织管理水平逐步提高，销售收入稳步提
升，满足了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知识产权管理能力、科技创
新研发能力建设，科学、高效地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以技术竞
争力的提升带动企业市场力的增强，实现云中心智慧城市
建设工作的高质量发展。”云中心总经理张婷婷表示。8

地方传真

本报讯（鹤壁观察记者 郭戈）记者 4月 10日获悉，
滴滴出行日前与鹤壁市公安局正式达成战略合作，双方
将共同建立便捷高效的信息互通与协作机制，保障司机
与乘客在紧急情况时得到有效救助。

鹤壁市公安局副局长赵先锋表示，随着“互联网+”
战略的推进和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大量新兴业态为社
会治安工作提出了新课题、新挑战。鹤壁市公安局将以
本次合作为契机，携手滴滴出行共同维护社会稳定，为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贡献力量。

滴滴出行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并不断优化警企协作
机制是滴滴平台安全升级的重要工作之一。双方达成合
作后，将大大缩减紧急案件发生时警方进行调查和紧急响
应的时间，使平台用户得到更加有效的警方救助。8

滴滴与鹤壁达成战略合作

清明小长假期间，鹤壁市共接待赏樱游客53.6万人次，同比增长18.2% 张志嵩 摄

摄影爱好者在第五届中国鹤壁樱花文
化节上即兴创作 张志嵩 摄

学生乐团在第五届中国鹤壁樱花文化
节上演奏乐曲 张志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