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 年前的 4 月 10 日，一个
名不见经传的山间溶洞开启了
栾川县旅游业发展的序幕。

今年的 4 月 10 日，被誉为
“北国第一洞”的国家5A级旅游
景区鸡冠洞华丽转身，当日挂牌
的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以崭新的姿态装点着奇境
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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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旅游+”体育书写精彩华章

郑州方特：亲子季快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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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封德

4月 13 日至 14 日，美丽西峡，宾
朋云集；界岭脚下，群英荟萃。2019
中国西峡·伏牛山国际越野赛成功举
办。本次赛事是由南阳市政府主办，
南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南阳市体
育局、西峡县人民政府承办。越野赛
赛事设立 100 公里组、50 公里组、10
公里组三个组别。运动员穿行老界
岭、龙潭沟、老君洞、五道幢、伏牛地
下河等核心景区，在跑步的行程中体
会西峡美丽的山水风光、独具特色的
民俗文化，品味西峡地方特色美食。
越野赛期间，来自法国、意大利、英

国、美国、约旦、立陶宛、德国、加拿大
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0 多名参赛选手
齐聚西峡,在这里同场竞技、交流情
感、增进友谊。这不仅是一次身心和
技能的挑战之旅，也是一次亲近自然
的体验之旅，更是文旅品牌创新、体
旅融合发展的有益尝试。这是落实
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三山推广”活
动的重要举措，也是南阳市月季洲际
大会系列活动之一。赛事活动对打
响南阳旅游品牌，提升南阳和西峡知
名度，推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加快
全域旅游建设，实现旅游转型升级将
产生深远影响。

西峡·伏牛山国际越野赛举办之
际，同步举办了 2019老君洞第十届紫

荆花节开幕式。本届紫荆花节的主题
是“越跑紫荆花海，共享体旅盛宴”，开
幕式所在地老君洞景区善水广场也是
越野赛50公里组的终点。

紫荆花是老君洞景区独特的自然
资源，西峡老君洞景区紫荆花节已连
续举办9届，成为中原旅游的名片。越
野赛期间，老君洞景区举办书法展示、
民俗演出等系列活动。景区内游客欢
聚，宾朋云集，赏花观景，探秘探险，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道家养生理念，
演绎灵山秀水与修身养性的完美结
合，诠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西峡县委书记、县长周华锋说，在
国际越野比赛中融入特色旅游体验和
地域文化推介，吸引广大游客领略山

水魅力，倡导崇尚自然、追求健康的绿
色生活方式，营造全民休闲、养生、康
体旅游的浓厚氛围,助力西峡健康中
原特色功能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工作，共同推动西峡旅游高质量
发展。

按照“全域旅游”发展理念，结合
西峡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发挥体育
赛事的综合带动效应，西峡在越野赛
前后，全方位宣传推介西峡旅游，开展
系列宣传活动，推动“旅游+体育”融合
发展，进一步打响“避暑养生地·南阳
老界岭”品牌，为西峡旅游招商引资带
来新契机，助力西峡文化、体育、旅游
产业的跨越发展，描绘西峡全域旅游
发展的精彩华章。

4月 11日，由开封清明上河园景
区主办，河南大学、郑州大学、中原工
学院、河南工业大学、河南工程学院、
郑州轻工业大学易斯顿美术学院联
合承办的一场针对清明上河园文创
产品设计的“尖荷行动”，在清明上河
园景区浓情启动。

本次大赛，是清明上河园发展文
创产品的重要契机，目的是让广大

游客充分感受北宋文化的魅力。大
赛以《清明上河图》为创作理念，将
景区的欢乐元素、演艺元素与图中
的北宋文化、市井文化相结合，选取
景区特有的文化符号并且提炼出
来，把抽象的内容进行巧妙的整合、
融入，设计、制作成时下流行的、有创
意的文创产品。

（李姗)

清明上河园文创产品设计大赛启动

四月的栾川，春意荡漾。镶嵌于
此的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鸡冠洞更显
得生机盎然、魅力无限。

4月 10日，在鸡冠洞景区 26岁生
日之际，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正式挂牌。栾川县委常委、常务

副县长朱宏轩表示，该公司的挂牌成
立不仅是鸡冠洞高质量、跨越式发展
的迫切需要，更是栾川县在深化国资
国企改革中迈出的重要一步。

谋突破 一路奋进

“鸡冠洞，以 8亿年的滴水之功塑
造了亘古奇观，又以 26年的‘绣花功
夫’精心雕琢了一个游客向往的地
方。今天，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挂牌成立不仅理顺了体制机
制，也将为企业转型发展插上腾飞
的翅膀。”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
事长段军伟表示。

记者获悉，鸡冠洞景区于1992年9
月开发，1993年 4月 10日正式对外开
放。景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先后荣获
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全国文明旅游先进单位等30多项殊

荣，成为我国溶洞旅游的一颗明珠。26
年来，景区共接待游客1600万人次，带
动周边万余名百姓脱贫致富奔小康。

但是，由于景区属于县办集体企
业，投资主体不明确、产权归属不明
晰、机构设置不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了景区的健康发展。2017年以来，
企业改制工作持续推进，资产评估、职
工维稳、手续完善等工作顺利开展，产
权归属逐步明确。

今年2月，“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成功注册，注册资本1000万
元，集体企业“变身”县政府国有独资企
业，明确企业性质、投资主体、企业体制
等，助推着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再出发 任重道远

地下洞府美轮美奂、高山牡丹含
苞待放、娱乐项目深受追捧、精细服务

温暖人心……鸡冠洞景区春意盎然，
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新公司挂牌也将赋予鸡冠洞人
崭新的使命，引领鸡冠洞景区进入一
个文旅融合的崭新时代。”鸡冠洞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建仓介绍，接
下来，新的公司将坚持转型升级、现代
管理、队伍建设，着力打造高品质旅
游,全力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据悉，新的公司要创新实施现代
企业管理模式，严格执行《公司法》，健
全完善公司管理制度，推进科学化管
理进程，积极拓展投资运营平台，激发
企业活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步伐。
同时，公司将推进园区化景区建设工
程，努力打造夜游经济模式，规划实施
县文化艺术中心旅游演艺项目，为游
客营造安全、舒心、满意的旅游环境。

鸡冠洞，整装再出发！

鸡 冠 洞 再 出 发

3月 15日，位于济源市坡头镇栗
树沟村的电商扶贫大卖场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在这里工作的王超杰正
在给来自郑州、山西的客人介绍家乡
的特色农产品。

“脱贫摘帽后，感觉腰都直了，日
子过得也有底气，更有滋味了！”王超
杰乐呵呵地对记者说。

王超杰是当地的贫困户，他从一
家工厂下岗，加上三个孩子需要抚
养，生活非常艰辛。后来经过镇政府
和村委多方协调，王超杰在村里的电
商扶贫大卖场从事公益性岗位，月收
入 1900 元。他的妻子到景区务工，
每月收入 1500元。2018年，王超杰
顺利脱贫。

王超杰工作的这家电商扶贫大
卖场，是集农副产品展示、线上线下
销售等功能于一体的电商运营中
心。这里除了栗树沟村的农副产品，
还有周边几个村的特色农副产品入
驻。仅在 2018 年“双十一”当天，全
镇经网店销售订单过万，销售额逾百
万元，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

电商扶贫还帮助了很多像他一
样的人。敲一下电脑键盘就上了电
商平台，山旮旯儿的农特产品再也不
愁销路了。大庄村的花椒、郝山村的

石磨面、栗树沟村的黑芝麻、石槽沟
村的富硒玉米……这些昔日不起眼
的农特产品，如今搭上电子商务的快
车，走出山区，卖上了好价钱，为当地
农民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一根网线，联通了大千世界；一
台电脑，叩开了增收之门。近年来，
栗树沟村立足特有的文化旅游资源，
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打“文化”牌、吃

“旅游饭”、发“电商财”，让贫困户的
腰包“鼓了起来”。

该村积极引进栗香农庄（白狄古
城）乡村旅游项目，积极探索推进“旅
游+扶贫”融合发展模式和“景区带村、
能人带户”的乡村旅游扶贫带动机制，
带动农民就业、推动农民增收致富。

脱贫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在各级
帮扶单位、帮扶干部和全乡上下的不
懈努力下，栗树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截至2018年底，全村建档立
卡15户42人中，已有9户31人脱贫。

插上“e翅膀”，旅游致富路更广。
切实感受到家乡的变化，村里不少群
众开始在旅游上“花心思”。王超杰
说，下一步,他将抓住济源全域旅游
发展的东风，借助乡村游发展养殖
业，和大家一起致富奔小康。

（张莉娜 邢会昌）

济源：插上“e翅膀”旅游致富路更广

五一前夕，位于济源王屋山道境
广场西侧的王屋老街将盛装亮相。
这座济源市文旅集团匠心打造的力
作总面积 180 亩，总投资 1.08 亿元，
是王屋山景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悉，王屋老街以王屋山深厚的
文化为底蕴，以自然生态游、休闲度
假游为特色，以“道法自然”、错落有
致的古建筑群落为依托，以民俗艺演、
商业文化体验为核心。王屋老街是由
城门、戏楼、茶廊、吊桥、文峰塔、国学
馆等景致组成，以“综合商业街、传统
文化街、时尚引领街、特色小吃街、康
养产业街、民宿客栈、娱乐游乐街”七

大旅游主题呈现，融旅游观光、VR体
验、特色美食、休闲娱乐、康养度假、非
遗展示、手工作坊、茶馆酒吧、民俗演
艺等为一体的新概念生态园。

(李向东)

王屋老街即将盛装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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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织密党风廉政责任网

近年来，孟津县财政局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多措并举，从严治党，织密党风
廉政责任网。一是加强党性和道德教育以及党
章、党纪处分条例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时刻绷
紧政治纪律这根弦，把党章党规党纪牢牢刻在心
上，营造真管真严、长管长严的浓厚氛围。二是牢
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增强党组织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层层签订廉
政承诺，打造“政治强、作风优、业务精”的干部队
伍。三是组织观看廉政教育微电影，加强廉政教
育，增强党性修养，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实现
全员思想、作风、纪律上的新进步。四是组织开展

“树廉洁家风、建文明家庭”教育活动，树立良好道
德风尚和家风，强化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廉政意
识和法纪意识，增强大家“不想腐”的自觉性与主
动性。 （刘少勋 郭杏玲）

为进一步压实干部责任、转变干部作
风、提升公仆形象，项城市商务局“三抓”加
强干部作风建设。一抓思想建设，坚持廉
洁从政。要求党员干部务必带头落实“两
学一做”“三严三实”，既要管好自己也要带
好队伍，形成全局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二抓学习建设，提升业务能力。深入开展

“学习型”干部培养计划，结合党支部“三会
一课”制度，借助“学习强国 APP”，通过干

部自学、支部集中学习、领导干部讲党课等
形式及时“充电补钙”，进一步提高党员干
部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三抓制度建设，
完善长效机制。建立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
制，从严纠治“四风”，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
苗头性问题，建立台账，逐一整改。同时，
严格落实单位管理制度规定，逐步建立目
标明确、权责清晰、奖优罚劣的工作机制，
坚持以制度管人、管事、管财。（王建伟）

近期，农行安阳分行向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固定资产贷款项目新增授信 2亿元获批，并于 4月
初成功投放贷款7400万元。该项目的成功落地，标志
着安阳农行在支持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民营企业
创新发展上迈出了坚实步伐。林州致远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是安阳市重点民营企业，新建覆铜板及商品粘结
片项目是2018年河南省重点项目库、安阳市制造业转
型升级标杆项目。在掌握该项目相关信息后，安阳农
行第一时间赴企业开展营销对接，正式确立银企合作
关系。省市县三级行上下联动，前中后台条线联动，开
辟调查审批绿色通道，提高审批发放效率。支持民营
企业发展，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战略部署的政
治任务，也是农业银行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普惠金融、
支持民营企业的初心和使命。安阳农行将进一步突出
支持重点、倾斜信贷资源，简化融资流程、提高融资效
率，加快微捷贷、网捷贷等线上产品推广，持续加大对
高科技产业、电子新材料、智能制造等先进制造产业金
融支持力度，着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不断为民营企业和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促进民营
经济健康发展。 （蔡文静 谢晨杰）

安阳农行支持民营企业实现新突破

郸城新城办事处既是郸城县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又是项目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的
前沿阵地，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新矛盾接踵而来。为此，新城纪工委聚焦
主责主业，发挥信访举报在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中的基础性作用，克服人员不足的困
难，对重信重访案件实行领导包案，工作组
人员变“上访为下访”，耐心倾听信访人诉
求，找到问题症结，逐件逐条化解，对业务

外问题帮助其协调相关部门解决，对涉法
涉诉问题，做好政策解释和法律援助工作，
有效地消除了信访“存量”。对初访信件，
该纪工委分类处理，对业务内问题，按程序
予以处置；对业务外问题，及时转交到相关
部门，并责任到人，跟踪问效，充分发挥村
级监察信息员和民调员作用，把问题解决
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从而遏制了信访

“增量”，确保了信访举报工作成效。（钱华）

郸城新城纪工委全力做好信访举报工作

项城商务局“三抓”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挂牌时间：2019 年 3 月

27日至2019年 4月 11日

郑 政 出〔2019〕28 号

（网）地块位于郑州市新城北

路南、京水路东，使用权面积

26365.16 平方米，竞得人为

郑州上尤置业有限公司，成

交价25784万元。

2019年4月 15日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挂牌出让结果公示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市自
然资源和规划局、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三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
标要求（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
外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
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采用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申请人需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
续(详见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通知公告”-《关于启用新郑市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新系统的公告》)，并
于2019年4月24日9时至2019年5月
15日16时，登录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网站的“国土资源网上交易大厅”系统，
浏览并下载挂牌出让文件。交纳竞买保
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年 5月 15日 16
时。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挂牌时间为：

郑政新郑出（2019）4号（网）:2019
年 5月 6日 9时至 2019年 5月 17日 10
时；

郑政新郑出（2019）5号（网）:2019
年 5月 6日 9时至 2019年 5月 17日 11
时；

郑政新郑出（2019）6号（网）:2019
年 5月 6日 9时至 2019年 5月 17日 12
时。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1.竞得人须在取得《网上竞得证
明》之后的 2个工作日内，携带挂牌文
件规定的其他审核资料到新郑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审核，通过后签订
《成交确认书》。

2.网上挂牌时间截止时,有两个以
上竞买人参与竞买且有不低于起始价
报价的，系统自动转入 5 分钟限时竞
价,通过限时竞价确定竞得人。

3.竞买人需详细阅读挂牌出让文
件。

4.出让公告规定的出让事项如有变
更，将在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等网
站发布补充公告，届时以补充公告为准。

5.本公告未尽事宜详见挂牌出让
文件。

七、联系方式
1.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中华路

交叉口华夏国际16F
联系电话：(0371)62681072
联系人：孟先生
2.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联系地址：新郑市中兴路与文化路

交叉口
联系电话：(0371)69957712
工作时间：9：00—12：00

13：00—17：00
联系人：司先生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19年4月16日

郑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新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37号

宗地编号

郑政新郑出
（2019）4号

（网）

郑政新郑出
（2019）5号

（网）

郑政新郑出
（2019）6号

（网）

土地
位置

龙湖镇祥云路
南侧、经一路

西侧

龙湖镇纬三街
北侧、经一路

西侧

龙湖镇经四路
东侧、祥云路

北侧

界 址

东至:经一路;西至:规划路;
南至:政府储备土地;

北至:祥云路

东至:经一路;西至:规划路;
南至:纬三街;

北至:政府储备土地

东至:经三路;西至:经四路;
南至:祥云路;

北至:高压走廊（沙窝李村土
地）

土地面积
（平方米）

49924.37

54041.04

34952.98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土地现状

通路、通电、通讯、
通气、通供水、通
排水、地面平整

通路、通电、通
讯、通气、通供水、
通排水、地面平整

通路、通电、通讯、
通气、通供水、通
排水、地面平整

规划设计要点

容积率

大于1.0，
小于等于

3.0

大于1.0，
小于等于

3.0

大于1.0，
小于等于

3.0

建筑密度

小于等于
25%

小于等于
25%

小于等于
25%

绿地率

大于等于
30%

大于等于
30%

大于等于
30%

出让年
限（年）

70

70

70

起始价
（万元）

24856

26904

18304

竞买保证金
（万元）

24856

26904

18304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许进

一袭汉服，一台古
筝，临水而坐，轻抚琴
弦……

近日，在林州太行
大峡谷景区内举行的
“花开筝好·莫负琴音”
活动仿佛穿越千年，深
受游客喜爱。

岳峰宇 摄

图说旅游

郑州方特亲子季相关活动持续进
行。4月以来，方特欢乐世界和方特梦
幻王国分别以“熊熊运动会”和“亲子成
长游园会”为主题，举行了各具特色的
亲子活动，受到广大游客的喜爱。亲子
季活动将持续到6月16日。

方特欢乐世界“熊熊运动会”活动
吸引了众多游客组队参与。“不一样的
套圈”“超级搬运”“默契沙包”等互动
游戏，让游客收获欢乐、赢得礼品。

在方特梦幻王国打造的“国学亲
子课堂”上。游客可以免费穿上古装，
体验“朱砂启智”“击鼓明志”“启蒙描
红”“经典诵读”等，开启一场充满趣味
的国学亲子之旅。 （徐二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