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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4月 27日至 5月 5日，第四届“芒砀
山摄影季”亮相芒砀山。在该摄影季，
主题摄影展、摄影名家座谈会、非遗民
俗展演、“穿”越汉朝——大型汉服秀等
活动将精彩上演，奉献了一场美轮美奂
的视觉盛宴。

在开幕式现场，“我从汉朝来”的汉
服秀成为一大亮点。在庄重轻缓的古
典音乐中，身着传统技艺复原的汉服、
画有极其考究妆面的模特们缓缓入场，
一眸一笑之间，让汉代人物形象生动地
展现在游客面前。

据悉，本届芒砀山摄影季由大众摄
影杂志社与永城市委宣传部主办，芒砀
山旅游景区管委会、永城市旅游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等承办。芒砀山景区负责
人表示，本届摄影季围绕芒砀山文化旅
游特色项目，利用摄影的表现形式对芒
砀山进行推介，受到社会各界普遍关
注。芒砀山摄影季也将成为宣传、推介
永城的一个窗口，为永城摄影文化品牌
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发挥新的更大的
作用。

（于正华）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辉县市已做好准备，
为游客提供美好的旅游产品，营造安全、文明、有
序的旅游环境。

辉县市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区内有 6
家 4A级景区、3家 3A级景区，形成了有一定规
模的旅游产业体系。游客在五一来访，可以在八
里沟景区看得见水天相接、潭瀑相连,在万仙山
寻访盎然春意,在回龙天界山看日出日落。

游客看得见的是旅游产品，但优质的产品背
后，却是辉县市今年以来不停地“苦练内功”的一
个个务实举措。

辉县市聚焦“旅游天堂、太行水乡、文化圣
地、活力新城”目标，围绕打造南太行文旅康养产
业带，大力开展“旅游项目建设年”和“旅游提质
增效年”活动，努力为游客提供舒心的旅游环境
和优质的旅游服务。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警察
大队、旅游市场监管、旅游速裁巡回法庭等挂牌

成立。
辉县市大力开展“八里沟创 5A环境整治大

行动”，130多个市直部门和沿线乡镇干部职工
3000多人每周义务劳动。完成旅游沿线美化绿
植204万平方米，墙体立面改造7万平方米，拆除
违章建筑、各类广告牌等。同时，完成了S229改
造提升、S311、S230线辉县三庆桥至薄壁段改建
等工程，全力推进旅游服务区建设，大力实施旅
游沿线公路绿化，启动实施国储林建设项目，加
快推进投资1226万元的百泉湖综合提质改造项
目等。

同时，辉县市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挥
中国书法之乡、中华诗词之乡、共工故里等文化
名片作用，开展文化交流和宣传推介活动，持续
开展好全国卫生城市、全国森林城市、全省文明
城市“三城”同创工作，全面提升辉县的文化软实
力，树立旅游城市的良好形象。 （郭新琴）

五一期间，来开封清明上河园，轻松体验宋
风宋韵宋文化。

清明上河园每天有上百场演出轮番上阵，
非常值得一看。《包公迎宾》《王员外招婿》《包公
巡视汴河漕运》《岳飞枪挑小梁王》《大宋·东京
保卫战》五大演出等您来打卡。同时，还可以参
与《王员外招婿》《大宋科举》等演出，给您的出
行留下不一样的记忆。在清明上河园，与切糕
哥、小乞丐、小剑客、小铜人等大“网红”进行合
拍，刷爆你的抖音朋友圈。马车、驴车、羊车、骆
驼及龙船、摇橹船等交通工具，任性十足。同

时，景区内有 80 余家特色商铺，清明上河园独
家文创商品——清园礼物及开封特产、传统的
手工艺品等让人买个不停。夜色降临，《大宋·
东京梦华》准时开始。

同时，《清明上河图》展馆、宋代服饰展览馆、
国际灯笼馆、《汴梁也疯狂》木偶馆、大宋婚俗馆、
梦回大宋体验馆、波兰文化展、古灯博物馆、古床
博物馆、文房博物馆、陶瓷博物馆、钱币博物馆等
多场展出让你的五一假期充实起来。孙羊正店
的杏仁茶、吕老二家的炒凉粉等美食，让您大快
朵颐。 (李姗)

五一假期，到郑州香堤湾亲子温泉度假区玩
吧！这里有一堆好玩的活动等着你。

亲子趣味运动会妙不可言。远离手机和电
脑，在大草坪开始一场有趣、时尚、新潮的室外
活动，不仅可以燃烧你的卡路里，还可以来场青
青草坪有氧运动。DIY 烘焙小课堂其乐无穷，
爸爸妈妈与宝贝间爱的互动，让孩子动起小手，
当个萌萌的小小裱花师。BBQ烧烤也疯狂。香
堤 湾 温 泉 酒 店 已 经 准 备 好 烧 烤 套 餐 ，疯 狂
BBQ299 元三人套餐、499 元五人套餐任您选
择。

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带孩子泡一泡亲子温
泉，放松一下身心。该温泉经过三期改造，设计
上增加了亲子陪伴的体验感。

香堤湾亲子温泉秉承着“爸爸妈妈和孩子四
季都能在一起玩水”的初衷，不断突破创新，开创
温泉行业亲子温泉的新方向。在水质方面，香堤
湾亲子温泉引进意大利 AQUA循环水系统，水
温控制在 36℃左右，戏水区 360°全方位软包，
让您和孩子浅戏水，深陪伴。

活动多多，福利多多，总有一个让您心动。
五一假期，带上孩子相约香堤湾吧。 （张学奇）

围棋世界冠军与世界军运会同行。
4 月 25 日至 27 日，正紧张筹办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武汉刮起一股
强劲的围棋旋风。备受瞩目的第四届

“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武汉
站八强赛暨半决赛举行。最终，柯洁、
范蕴若两位棋手胜出。

为了进一步扩大“洛阳白云山杯”
中国围棋棋圣战的影响力，从本届棋圣
战开始，晋级赛将在国内一些重要城市
举行巡回比赛。本次棋圣战的晋级赛
选择武汉举行，就是要借 10月份举办
的世界军运会的东风及武汉良好的围
棋文化氛围，彰显围棋文化的独特魅
力。同时借本次赛事，向武汉市民推介
白云山，吸引更多武汉游客到白云山领

略其健康养生、文化休闲、体育运动的
品牌魅力。

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冠名的中
国围棋棋圣战，由中国围棋协会、中国
棋院、河南省体育局、洛阳市人民政府
主办，是面向中国所有职业棋手开放的
国内顶级围棋大赛。白云山旅游度假
区被誉为“人间仙境”，园内生态良好，
环境幽静，设施完善，非常适合开展棋
类比赛和山地体育运动。从 2016年开
始，白云山成功举办两次世界冠军围棋
邀请赛和一次中国围棋棋圣战。该棋
圣战奖金在目前国内围棋赛事中是最
高的，冠亚军将分获 80 万元和 20 万
元。今年下半年，中国围棋棋圣战决赛
将在洛阳白云山景区举行。 (郑祎歌)

4 月 26 日，2019 首届河南省非遗
大型公益宣传月——文旅河南·非遗匠
心新闻发布会在河南省科技馆举行。
此举旨在弘扬传承匠心精神，打造河南
礼物和河南非遗品牌。

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着一个民族
的智慧和精神。目前，全省有传统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1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17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476
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1220项。博大而厚重的民俗民间文化
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的文化财富。

活动发起单位之一河南文旅科技
集团负责人表示，“文化+创意+科技+产

业+资本”的河南文旅融合发展理念将
助推中原文化更出彩。文化+创意，就
是让文化活起来，用现代传媒语言讲述
非遗传承；文化+科技，就是让文化炫起
来，用前沿科技演绎传统文化；文化+产
业，就是让文化旺起来，用创新模式打造
文旅品牌；文化+资本，就是让文化强起
来，用资本思维推进产业发展。

河南文旅科技集团将重点打造河
南礼物会客厅、文旅惠电商平台、文旅

“智慧云”、文旅科技产业园孵化器四大
板块，让中原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提
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地的文化品位，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地带来直接的
经济利益。 （李江武）

□本报记者 张莉娜

五一小长假，到 5A嵩县感受自然
清新的空气和美丽如画的风景吧。

4月 29日，“5A嵩县·净享自然”嵩
县旅游推介活动在郑州拉开帷幕。嵩
县的白云山、木札岭、天池山等景区纷
纷上台推介美景，吸引更多的省会游客
到嵩县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推介会以壮美的嵩县宣传片拉开
帷幕，嵩县素有“九山半岭半分川”之称，
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宣传
片充分展示了嵩县的“生态之美、山水
之美、人文之美”，令人心驰神往。

嵩县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晓飞表
示，近年来，嵩县依托丰富的生态旅游

资源，全力打造生态旅游精品景区，全
面实施“旅游带动”战略，重点打造了白
云山、天池山、木札岭、卧龙谷等生态旅
游区和九皋石头部落、大章太极山、白
河银杏林、大坪花乡等乡村游景点，景
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项目得到极大的
完善和提高。目前，嵩县已形成了以白
云山为龙头，天池山、木札岭、卧龙谷、
伊河漂流等景区协调发展的格局，成为
河南伏牛山大旅游开发的核心区和中
原地区生态旅游的重点区。

同时，为鼓励旅行社组团输送游
客，调动旅行社的积极性，让更多游客
共享嵩县美景，走进中国最美的地方，
嵩县政府专门出台了对旅行社的一系
列优惠奖励政策，笑迎八方来客。

为加强郑州、和田两地文旅合作，世界玉都·丝路
名城”和田地区旅游宣传推介会 4月 22日在郑州举
行。会上，和田地区文旅局与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河南中原铁道旅游集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未来
将在游客互送、宣传推介、人员培训、文化交流等方面
开展合作。

会上，和田地区旅游形象大使向与会旅行商、媒
体介绍和田旅游业发展的整体情况，并重点推介大漠
探秘之旅、昆仑寻玉之旅、民俗风情之旅三条精品线
路；和田市、和田县、墨玉县、洛浦县文旅局负责人推
介重点旅游项目及当地的旅游产品。和田地区墨玉
县拉里坤湿地景区负责人在会上进行推介，欢迎河南
游客前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此次推介采取发放宣传资料、播放旅游抖音视频、
旅游宣传片、PPT介绍等形式进行，同时穿插和田地区
新玉歌舞团歌舞表演等活动。通过开展宣传推介，新
疆和田全力打响“和田文化”旅游品牌，向河南游客展
示了和田经济社会、旅游业发展新景象。 (张卫华)

新疆和田：请您去度假

五一风光正好，绿博园已备好赏花、郊游、亲近小
动物、趣桥世界·挑战极限等众多旅游大餐，欢迎省内
外游客前来赏花。

据了解，这个季节的绿博园花红柳绿、生机勃勃，
花开正好等君来。沿枫湖环路行进，便可看到云杉、
红豆杉、法桐等植物岿然屹立，不同层次的绿色错落
有致、浓荫蔽日、气势磅礴，特别适合五一郊游踏青。
除了一望无边的绿，五一期间，园区的三色堇、芍药、
月季花、玫瑰花、蔷薇花、鸢尾、锦带、虞美人、黄菖蒲
也将会盛开，五彩斑斓，分外妖娆，想拍“大片”的你可
不能错过。

除了赏花之外，绿博园内近百个风格各异的展园
带你一日游遍世界。动物散养区内，孔雀、羊驼、松
鼠、狐狸等多种萌萌哒的小动物等你来互动。悬于河
两岸的拓展类项目——趣桥世界，惊险刺激，等你来
挑战。 (刘瑞)

绿博园：赏花正当时辉县：装扮一新迎五一

□本报记者 刘春香

4月 30日，郑州直飞缅甸曼德勒包
机将正式开航。

缅甸西南临安达曼海，西北与印度
和孟加拉国为邻，东北靠中国，东南接
泰国与老挝。缅甸全年气温变化不大，
最 冷 月（1 月）的 平 均 气 温 为 20℃ ~
25℃；最热月（4—5 月间）的平均气温
为 25℃~30℃。各地气温年较差也不
大，是一个适宜旅游的目的地。

自 2018年 10月 1日起，缅甸对中

国公民实行落地签政策，这对于前往缅
甸旅游的中国游客提供了非常便捷的
条件。

据了解，华夏航空全新空客 A320
飞机执飞，仅 3.5 小时就能抵达曼德
勒。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周六。未来，
河南游客可以通过河南省中国旅行社
集团有限公司、河南省康辉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有限
责任公司、河南省海外旅游有限公司、
河南省大华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等旅
行社，从郑州直航，畅游缅甸。

“5A嵩县”笑迎八方来客
□本报记者 朱天玉

4月 28日，在南阳世界月季大观园里，来自世界
各地的嘉宾面对盛开的月季花不停地拍照留念。世
界月季联合会主席艾瑞安·德布理在品种繁多的月
季花前驻足观看，不时地露出微笑。

盛开的月季，四面八方的游客，使南阳这座古老
的城市焕发出勃勃生机。1995年月季成为南阳市
市花，2000年南阳被国家林业局、中国花卉协会命
名为“中国月季之乡”。2016年 4月，“中国月季园”
落户南阳，南阳成为全国最大的月季种苗繁育生产
基地。

近年来，南阳市突出区域特色和月季历史文化，
把月季产业作为生态富民产业工程，通过“公司＋基

地＋农户”的模式，实现生产、加工、销售、科研、信
息、服务一体化经营，月季花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目前，南阳已成为中国月季重要的种质资源库，保护
保存的月季（蔷薇）达 2000余种。主要培育有大花
月季、丰花月季、微型月季、藤本月季、地被月季、树
状月季等六大种类，栽培有绯扇、粉扇等800余个品
种。南阳年出圃苗木 10亿株，年产值超过 20亿元，
集经济、观光、生态、社会、文化效益于一体的月季产
业，成为南阳全域旅游发展一颗灿烂的明珠。

一花引得百花开。南阳月季产业的迅猛发展，大
大带动了当地旅游产业同步发展，使南阳旅游产业
独树一帜。

南阳市目前共有国家 A 级景区 43 家、星级宾
馆 72 家、旅行社 68 家、农家宾馆 1300 多家、星级

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320 个，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旅游
产业体系。

据悉，近年来，南阳打响“避暑养生地·南阳老界
岭”旅游品牌，与国内 11家知名景区联合成立了中
国山地避暑旅游联盟，今年4月 13日，又成功举行了
中国伏牛山国际越野赛，不断推进“旅游+体育”融合
发展。内乡县衙、内乡宝天曼、淅川丹江湖旅游区被
确定为全省首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并推出了一系
列研学旅游产品。以康养旅游为理念的仲景小镇初
具规模，宛西制药、南阳医圣祠、丹江大观苑、南召伏
牛山天池被确定为大健康中医药旅游示范基地。老
君洞景区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西峡老界岭创
建国家旅游度假区全面推进。

南阳，以月季为媒，引领文化旅游产业跨越发展。

南阳：月季引领旅游产业跨越发展

郑州直飞缅甸包机起航

文旅河南塑造河南非遗品牌

第四届芒砀山摄影季开幕

“洛阳白云山杯”围棋棋圣战半决赛收盘
4月 24日晚，以“豫见夏河·走进郑州”为主题，甘

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文化旅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
会上，工作人员对夏河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推介，并发
布了节庆活动信息。

夏河拉卜楞是享誉国内外的旅游胜地，以独特的
藏传佛教文化、浓郁的民俗风情、保存完好的古城遗
址吸引了国内外游客。夏河是一座拥有鲜明地域特
色的城镇，坐落在县城西北隅的著名藏传佛教寺院拉
卜楞寺，至今依然保持着传统而绚丽的多元文化气
息。每年的正月大法会、七月劝善法会以及香浪节、
藏地骑行等节会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夏河与世界各地
的交流与合作，使“世界藏学府·中国拉卜楞”的美誉
名扬海内外。

会上，文艺工作者奉上了精彩纷呈的《金顶梵音
—拉卜楞》风情歌舞表演，把观众带到千里之外的雪
域高原。 （张莉娜）

甘南夏河：邀您去畅游

开封清园：宋风宋韵尽情享

郑州香堤湾：亲子同乐戏温泉

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鹤壁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协同各大旅游景区，为游客奉上了丰富的文
化旅游大餐。

在云梦山景区，4月 30日，己亥年智圣鬼谷
子文化节启幕，古装文化演绎、古装情景剧等表
演持续到5月 4日。古灵山景区的大型爱情相亲
会、水上飞人特技表演、杂技表演、真人模仿秀、
变形金刚演绎穿越时空的战斗等您来体验。5月
1日开幕的淇县朝阳山第三届孔子文化节及摘星
台景区举办的“忆童年”活动也不可错过。

5月 1日—5月 3日，大伾山景区将推出唐王
礼佛与“龙槐拦驾”古装实景表演。假日期间，凭
大伾山景区门票购买浮丘山景区门票可享受半
价优惠的政策。

5月 1日—5月 4日，五岩山景区滑道实行半
价优惠（原价 30元），豫北地区最高的彩虹喊泉
五一假期四天免费喊。金山寺景区、太极图景

区、翔鹤文旅均有优惠活动。
另外，5月 1日—5月 4日，王员外招婿、茶亭

拉风箱等文艺演出将亮相商业街茶楼，秦豫园将
推出抬花轿民俗演出，让您的假期更热闹。

（贺吕）

鹤壁：文旅大餐待客来

五一期间,淇河太极竹筏漂流节将喜迎宾客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近日，项城市财政局举行了“寻找
最美家庭 倡树清廉家风”分享活动，
大家聆听“最美家庭”家属代表的分享
后，纷纷表示要成为亲人勤政廉洁、恪
尽职守的好帮手。据悉，此次活动共
征集“最美家庭”事迹 26 篇，每一篇都
留露出对家庭的热爱、对工作的热情、
对廉洁奉公的认同，不少科室负责人
亲自动笔撰写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
情，全局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崇尚清廉、

家庭助廉的浓厚氛围。“这次活动，我
感受很深、收获很大，作为一名财政局
干部，我认为有一个良好的家风、清廉
的家庭很重要，我们一定要守住做人
底线，踏踏实实做事，老老实实做人，
家庭不能滋生任何奢靡之风。”财政局
国库支付中心副主任张艳勤动情地
说。活动现场，该局领导对涌现出的

“最美家庭”代表进行了表彰，并号召
大家向他们学习。 （凡景锋）

项城财政局举行“寻找最美家庭 倡树清廉家风”活动

助力“路长制”新阶层人士在行动

强化措施 筑牢党风廉政建设根基
孟津县委政法委强化四项措施，夯

实筑牢党风廉政根基，使党风廉政建设
与政法各项工作良性互动、共同发展。
一是抓谋划，强部署。始终坚持在抓好
业务工作的同时认真抓好党风廉政工
作，做到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党建、
综治、平安建设、维稳等工作同部署、同
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二是抓教育，强
思想。坚持把理论学习摆在首要位置，
认真学习中央八项规定、法律法规等内

容，组织观看警示教育片等活动，使党
员干部知红线、守底线。三是抓关键，
强责任。查找岗位职责、业务流程、制
度机制、干部履职等方面的各类风险，
积极预防和及时化解岗位及权力运行
方面的廉政风险。四是抓督导，强作
风。持续加大执纪力度，定期和不定期
开展机关制度和干部作风督查，确保各
项规章制度落到实处，使干部职工作风
进一步好转。 （王勇兵 蔡建平）

郑州鑫苑社区举办音乐快闪活动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新乡凤泉区检察院
举行“‘我将无我’奋斗，不负人民重托”检察开放日活动，邀
请了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普通劳动代表共计 10 人参
加。活动一开始，代表们首先参观了该院 12309检察服务
大厅，近距离感受检察机关的工作流程，对检察机关的工作
有了更具象、更直观的了解，对于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凤泉
区检察机关的各级工作人员也耐心一一解答。随后，凤泉
区检察院举行座谈会，凤泉区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常务副检
察长刘春文介绍,凤泉区检察院采取多项举措维护劳动者
合法权益，提高群众满意度和幸福感。与会劳模们纷纷就
检察工作如何更好发挥检察职能、维护群众利益、创造良好
的经济发展环境和劳动者就业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
议，希望检察机关能够进一步加强与职能部门的沟通合作，
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加大对企业的警醒力度，明确如果违反
劳动者合法权益，将受到何种处罚。对于恶意拖欠劳动者
薪酬的企业，一定采取必要的惩罚措施。新时代对检察机关
提出了更大的希望，同时检察机关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
应该积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
益的问题，共同推动地方经济及社会的发展。 （娄苑）

新乡凤泉区检察院举行检察开放日活动

项城高寺镇扎实推进干部作风建设

近来，郑州金水区兴达路街道办事处工作
人员、辖区非公企业员工、新阶层志愿者、环卫
工积极在辖区捡烟头、扫楼院、擦护栏、清广告、
摆车辆，用实际行动改善辖区生活环境。截至
目前，共组织“清洁家园”“全城清洁”等活动30

余次，参与人数达 3000 人次，获得了群众好
评。下一步，该街道办将继续带领辖区非公企
业、新阶层志愿者围绕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深
入推进“路长制”，努力构建“共谋、共建、共管、
共评、共享”城市管理工作新格局。 （鲁新强）

日前，郑州金水区北林路鑫苑社区举办了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主题的音乐快闪活动。社
区干部代表、社区文艺骨干依次手持小红旗高

唱《我和我的祖国》，在他们的带动和感染下，社
区群众纷纷驻足、齐声高歌，唱出了对祖国的一
片深情。 （王宏）

近来，项城市高寺镇狠抓工作作风，强化工
作落实，以“三注重”为抓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纪律保障。一是注重抓机
制体系建设。从镇村干部管理和制度建设上下
功夫，重点对日常考勤、在岗在位情况进行督查，
同时围绕干部工作不力、作风不实、效能低下等
问题进行整治，严格规矩纪律。二是注重抓学习
教育培训。由镇纪委、组织办、党建办、扶贫办牵

头，每周一举行“学习型乡镇”专题学习，组织全
体镇村干部深入学习最新扶贫精神以及系列文
件。三是注重抓督查责任追究。镇纪委认真履
行监督责任，加大督查力度，强化责任追究，对监
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坚持立查、立改，切实提升
工作效率，对违纪且造成不良影响的人员严格追
究其相关责任，并纳入当季的绩效考核中，真正
让规矩立起来、制度硬起来。 （金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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