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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显魅力 活动精彩人气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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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功夫之城 备受青睐

五一假期，郑州市热门景区活动异彩纷
呈，省内游、周边游、乡村游、度假游异常火
爆。5 月 1 日至 4 日，郑州市共接待游客
1154.38万人次，同比增长 24.7%；实现旅游
收入43.5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6%。

五一假期，郑州各景区推出了各具特色
的表演活动。纳入统计的嵩山少林、黄河风
景名胜区、郑州园博园、巩义竹林长寿山等
17家景区共接待游客量 139.494万人次，同
比增长7.11%。嵩山景区中外游客接待量突
破 25万人次，同比增长 53%，再创开园以来
历史新高。黄河风景名胜区每天定期推出
《百贤祭祖》《桃园三结义》大型实景演出。五
一当天，古柏渡飞黄旅游区沙滩排球赛引人
入胜，方特欢乐世界推出活力舞蹈酷炫表演。

五一假日正值百花争艳时，郑州植物园、
人民公园、园博园、绿博园等各大公园游人如
织。出行游客以短途自驾游和家庭游为主，
乡村休闲度假游成为新亮点，登封、新密、荥
阳、惠济、二七等县（市、区）乡村旅游异常火
爆，农业观光、农家风情备受青睐。（张莉娜）

■开封：“四个清园”赢得称赞

五一小长假，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从品质
清园、文化清园、欢乐清园和梦幻清园四个方
面进行全面提升，全天候的经营、全业态的产
品、全方位的服务，五一期间共计接待游客24
万人次，同比增长95.1%，再创历史新高。其
中，“夜游清园”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 340%，
《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共计演出10场（5
月 1日、2日、3日每晚演出三场），同比增长
108.5%；每天17:30后在园游客量已占全天游
客量的50%，清明上河园精心打造的夜游已成
为备受游客追捧的新亮点。 (姚亚彤）

■洛阳:牡丹花城 游客盈门

五一假期，洛阳市共接待游客 320.55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31.57亿元，旅游人次和
收入双增长。从客源地分布来看，郑州、北
京、上海、新乡和开封为来洛旅游人数前五名
的城市。国内游客抽样调查和洛阳市智慧旅
游大数据平台分析结果显示，在客源市场方
面，本省游客占比 59%，外省游客占比 41%，
省外游客以陕西、河北、湖北、安徽、山西、江
苏、山东等省份居多。

在洛阳市对旅游大巴、专列奖励政策的
刺激下，北京、湖南、江西、山东、四川、辽宁、
广东等中远途客源市场游客显著增多；浙江、
陕西、山西、北京、江苏等省自驾游客增长迅
速，客源市场半径持续扩大。 （朱天玉）

■焦作:云台仙境 游客狂欢

五一小长假期间，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164.37 万人次，门票收入 6388.56 万元。其
中云台山共接待游客 21.96 万人次，青天河
共接待游客 14.01 万人次，神农山共接待游
客 9.72万人次，陈家沟共接待游客 3.17万人
次，莫沟共接待游客 5.27 万人次，以上景区
门票收入持续攀升。假日期间，第二届云台
山群英会盛装亮相，汇聚中国汽车越野巡回
赛、云台山音乐节、机车巡游、无人机表演等
十余项主题活动，为广大海内外游客奉上了
一场场精彩表演。 （朱天玉）

■南阳:月季花开 近悦远来

五一假期，南阳适逢2019世界月季洲际
大会暨第九届中国月季展，游客出游热情高
涨，旅游市场接待人数持续增长，在各职能部
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下，南阳旅游市场运行
安全有序，旅游服务保障有力，全市共接待游
客达566.4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2.4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61.74%、61.17%。 （朱天玉）

■鹤壁:文旅融合 游客潮涌

正是出游的好时光。五一小长假，鹤壁
市景区和乡村游人潮如织，游客出行呈现爆
发式增长。5月 1—4日，鹤壁市共接待游客
95.41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43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21.32%和 27.68%。

假日期间，自驾游、自助游、周边游成为

来鹤游客的主流，淇河湿地、建业绿色基地、
文化旅游风情街、鹤鸣湖、石林会议旧址等吸
引大量游客驻足。乡村游备受青睐，桑园小
镇、赵庄、大石岩、凉水泉等地人流如潮，秦街
花海迷宫、赵庄味道等备受推崇。

五一期间，系列旅游节庆和文化民俗活
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浚县大伾山将唐
王李世民参拜大佛时被“龙槐拦驾”的情景以
实景演出的方式呈现给游客，叫好声不绝于
耳。淇县云梦山举办“己亥年智圣鬼谷子文
化节”，亮点层出不穷。 （张莉娜）

■济源:愚公故里 嗨爆五一

五一假日，“愚公故里·传奇济源”火了。
得益于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和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以及龙源花谷牡丹园、王屋
老街等陆续开园影响，济源游客量大幅攀
升。5月 1日-4日，全市共接待游客150.3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9亿元。

旅游景区焕发新活力，各景区游客接待
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5月1日，首届全球文
旅创作者大会济源分会场启动仪式开幕，受
活动及王屋老街开园带动，5月 2日-3日，王
屋山单日游客接待量突破10万人次；黄河三
峡景区“网红桥”热度不减，单日接待 2万多
人次；五龙口、小沟背、小浪底景区都在5月 2
日迎来客流最高峰，当日接待游客分别为2.5
万人次、1.5万人次和2.2万人次。

新兴业态成为新网红,王屋老街开园迎
宾，古朴典雅的建筑群落，原汁原味的民俗表
演，琳琅满目的特色美食，让游客回味无穷。
智慧旅游服务新市场，黄河三峡玻璃大桥、五
龙口“西游仙魔团”等，成了“抖音”、头条、微
博、朋友圈的热门话题。 （王利敏）

■巩义:杜甫故里 人气爆棚

五一小长假，诗和远方交相辉映的巩义
市人气爆棚。四天共接待游客 82.76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91 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25.79%、33.57%。

节庆活动精彩纷呈。正值诗词大会开
幕，杜甫故里景区喜迎八方游客诵读诗歌，感
悟诗情。康百万庄园打造了以“共觅知音，雅
遇庄园”为主题的文化盛宴，让游客在乐舞琴
茶间感受文化；竹林长寿山推出的“光影艺术
节”“啤酒美食节”受到游客青睐。偃月古城
戏曲文化节、青龙山慈云寺首届流苏节等吸
引众多游客参与。

同时，小关镇南岭新村、大峪沟镇新山村

等乡村旅游点人气爆棚，成为节日一大亮
点。以住民宿、观山景为主的度假游成为热
门选择，石居部落、逍遥谷、山石舍等民宿假
日期间均为“满员”状态。 （雷争鸣）

■新安:如画美景 宾朋纷至

五一小长假，新安函谷关、千唐志斋、城
市书屋、龙潭大峡谷、黛眉山、青要山、黄河神
仙湾等景区游客如潮，全县共接待旅游人数
24.65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79.86 万元，
龙潭大峡谷以其优美独特的自然景观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游客，五一开园的新安黄河神仙
湾大河风云景区以众多体验项目吸引四面八
方的游客纷至沓来。 （朱天玉）

■淇县:文旅交融 全域精彩

五一小长假，淇县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
传统景区与美丽乡村并蒂绽放，全域旅游人
气爆棚，游客人数与经济收入再创历史新高，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0.3%和 22.1%。

假日期间，云梦山景区举办己亥年智圣鬼
谷子文化节，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畅游诗画山
水，观赏《调师离位》《武士迎宾》等穿越千年的
实景演出。古灵山上，精彩刺激的水上飞人备
受青睐。朝阳山上，人们拜孔圣，尽享文化盛
宴。摘星台景区里，广大游客登临心星阁，谒
拜爱国忠臣比干公。同时，乡村旅游遍地开
花，赵庄晃晃桥、步步惊心铁索桥、悬崖秋千等
网红项目引众多游客打卡。 （张小燕）

■5A嵩县：央视瞩目 人气火爆

五一小长假期间，嵩县各景区、乡村旅游
点热闹非凡，宾馆酒店一房难求。据统计，5
月 1日到 5月 4日，嵩县各景区共接待游客
11.4万余人次，旅游市场秩序井然。

白云山一日两上央视吸引观众眼球。5
月 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连续两次在“五
月中国 江山胜迹”专栏对白云山播发专题报
道；5月 1日起，白云山推出了二次元大乐斗
演出活动，演员着汉服或者二次元服装进行
乐器或歌舞表演吸引游客驻足观看。

红色文化深受游客青睐，以天池景点为
主的自然风光和以飞来石为主的红色文化旅
游，成为长假的爆点；两程故里家风教育基地
再次迎来客流高峰。石头部落、白云小镇、手
绘小镇乡村旅游点引来众多游客。（郭晓阳）

■内乡：研学文化 师生青睐

五一小长假期间，内乡县推出河南星光

杂技团表演、内乡宛梆艺校专场演出、南阳市
首届“月季仙子”大赛暨“文化旅游形象大使”
内乡赛区选拔赛等活动。全县 4A级景区累
计接待游客11.3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544.94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74%和 97%。同
时，宝天曼景区推出了“宝天曼首届赏花寻宝”
活动，内乡县衙，以深厚的衙署文化吸引了众
多师生前往研学旅游。 （贾玲）

■西峡：市场火爆 自驾车多

五一小长假，西峡县旅游市场火爆，吸引
了省内及湖北、陕西、山西等地游客，全县共
接待游客 28.9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1.48 亿元，分别比去年增长 31.9%、39.7%。
恐龙文化游、白庙乡村游受到广大游客的欢
迎，老界岭、龙潭沟、老君洞等景区自驾游游
客明显增多。 （朱天玉）

■方城：生态美景 出游首选

五一假期，方城县共计接待游客 29.7万
人次，自驾游、自助游异常火爆，外来团队增
速明显，七峰山生态旅游区、七十二潭景区便
捷的交通、优良的服务、完善的设施、丰富多
彩的游乐项目、不断累积的美誉度和品牌影
响力形成了强大的市场竞争力，成为省内外
游客假日出游的优选目的地。据统计，四天
假期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接待游客8.2万人，七
十二潭景区接待游客 8.15万人，占全县总接
待量 60%以上，两家景区日均接待游客 2万
人以上。 （朱天玉）

■老君山：《歌唱祖国》燃爆全场

五一小长假，老君山景区吸引了大量游
客前来观光游玩，游客接待量、入园车辆、综
合收同比均大幅增长。小长假期间，自驾游
成为出行的主力军，省外游客显著增长。

五一期间，老君山精彩活动层出不穷。5
月 1日，由栾川县文明办、团县委和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举办的“我旅游·我文明”文明旅游
活动在老君山举行，快闪秀《歌唱祖国》一经
上演便燃爆全场。5月 2日，在老君山仙山花
海节活动现场，身穿汉服的小仙女衣袂飘飘，
穿梭于人群之中，让游客兴奋不已。（周向毅）

■鸡冠洞：牡丹飘香 服务贴心

五一假期，鸡冠洞成为广大游客休闲度假
目的地，景区内人潮涌动，秩序井然。四天假期，
游客接待量创历史新高，接待亮点频现。假日
里长线游客大增多，自驾游、自助游不断增多。

节日期间，高山牡丹花香弥漫，引来八方
游客入园，呈现出一幅“花在园中笑、人在画
中游”的美卷。重洗梳妆的溶洞景观及全方
位改造的灯光受到游客点赞。同时，文艺节
目游客喝彩声声、游乐项目游客争相体验、特
色美食游客回味无穷。另外，景区开启多处微
信、支付宝扫码购票等智慧旅游服务系统，方
便快捷。免费茶水、免费讲解、免费寄存、微笑
服务等，让游客乘兴而来、感动而归。（许晋）

■重渡沟：万瓶绿茶 畅想清凉

五月的栾川，高峡飞瀑、绿水藏幽。五一
小长假期间，北国水乡重渡沟风景区人气“爆
棚”，近五万游客“醉”在水乡竹韵之中。

节日期间，重渡沟联合统一绿茶开启以
“亲近自然，逐梦山水”为主题的请全国游客
喝绿茶活动。景区备下数万瓶统一绿茶免费
赠送，让八方游客惊喜不已。同时，住竹林水
乡鸟鸣涧、联欢晚会数千人狂欢等，让游客乐
不思归。 （杨建兵）

■园博园：汉韵唐风 引人入胜

五一假期，郑州园博园景区活动丰富、节
目精彩，游客接待量16.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五一假期，以“才艺达人秀、汉服文化节、
五一四天乐”为主题的精彩活动吸引了众多
游客。身着汉服的演员漫步古典园林，构成
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唐制汉婚正婚礼仪式
展示传统文化之美；在汉风集市上，纸伞、汉
服、古法香包，让人穿越回汉唐。景区歌舞表
演异彩纷呈，水上实景演出《莲花心》勾勒出
莲之神韵；《盛唐丽人行》表演惊艳全场，《大
宋风韵》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杨明星）

“今天，你学习了吗？”“学习强国”这四个字近
期成为时尚的学习代名词，一股比学赶超的学习潮
流在悄然兴起。

4月 26日，“学习强国·红旗渠知识竞赛”活动
决赛在林州市广电总台演播厅拉开帷幕，从林州市
红旗渠灌区管理处200余名职工中脱颖而出的6支
代表队、18名队员参加了决赛。

本次活动由林州市红旗渠灌区管理处联合林
州市总工会、林州市文明办、林州市人社局、林州市
广电总台组织开展。决赛以现场竞答的方式进行，
共分为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附加赛四个环节，
基础题库包括“学习强国”平台知识以及党建、精神
文明、工会、时事政治、红旗渠相关知识等。参赛先
锋队、除险队、愚公队、铁姑娘队、青年队、巾帼队这
六支代表队，在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一次次将比
赛气氛推向高潮。最终，青年队秦消寒、杨晴远、常
菲菲凭借优异表现夺得了本次竞赛的一等奖。

红旗渠精神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林
州市提出“让红旗渠精神再次闪耀，让红旗渠故乡
再次出彩”的目标，红旗渠管理处作为红旗渠精神
阵地的守护者、传承者责无旁贷。在新时期，红旗
渠人牢记使命，不负重托，为打造“百年红旗渠”和
建设“世界人文山水城市”而努力奋斗。 （靳俊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大运河水，延绵南北，流淌不息。5月 3日，以
“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的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
览会在江苏省扬州市开幕。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
局组织部分县（市）区文化旅游部门，以及河南博物
院、嵩山少林、黄帝故里、中原福塔、园博园、郑国车
马坑等多家景区参展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
展，展示郑州文旅产品，推介“天地之中·功夫郑州”。

本届博览会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江苏省文联、扬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其
间举办了国际运河城市文化旅游精品展，集中展示
大运河沿线城市的运河文化、特色文旅产品、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开启运河城市文旅融合协作发展盛
宴。我省郑州、洛阳、开封、新乡、商丘组团参展。

博览会期间，以“天地之中·功夫郑州”为主题
的郑州文化旅游特装展馆，立体化地展示中原之
美。整个展厅以一幅徐徐展开的古代竹简为造型，
引发与会者关注。郑州展馆通过 LED显示屏滚动
播放、现场发放宣传品、设宣传展板、推出武术表
演、文创产品展示等多种方式，生动宣传郑州文旅
产品、线路，引发众多嘉宾及观众关注。河南赏豫
文化、河南根文创、象荥文化等多家企业设计研发
的文创产品令人耳目一新。5月 4日，郑州文化旅
游推介会举行，作为人气最旺的城市旅游推介会，
虎虎生威的功夫表演等赢得与会嘉宾的掌声。

据悉，贯通南北、联通古今的中国大运河是世
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在 2500年的岁月
中留下了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2014年 6
月，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李明伟表示，
郑州将借此契机，助推运河沿线城市间资源共享、
成果共享，惠及更多百姓，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天地之中·功夫郑州”

炫动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

林州红旗渠

“学习强国”点燃学习热情

5月 1日，登封摘星楼景区“云端水滑”空中玻
璃漂流项目盛装启幕，郑州周边又多了一个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据悉，该景区的“云端水滑”全长3公里，总落差
300米左右，全程由高强度高透明玻璃建造而成，惊
险刺激。坐水滑从山顶而下，千回百转，山间美景
尽收眼底。摘星楼景区是登封市大熊山森林公园的
核心区域。景区如画卷般沿山谷展开，山峻、水净、
林幽、石奇，独有的林溪秘境、林溪探幽、林溪物语
等峡谷奇观令人叹为观止，峡谷内瀑布溪流飞花四
溅，山地湖泊、绿树倒影令人流连忘返。 (永生)

登封摘星楼

“云端水滑”玻璃漂流开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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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微企业融资难，难在多个方面，其中
一难就是贷款到期续贷问题，由于缺少流
动资金，需借助外部高成本资金“倒贷”，不
仅增加了企业成本，还增添了不少麻烦。
中国银行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推出了“中银
接力通宝”产品，使问题迎刃而解。“中银接
力通宝”产品是指针对流动资金贷款到期
后临时存在资金困难的小微企业，经其主
动申请，中行提前按照新发放贷款的要求
开展授信调查和审批。经审批通过、落实

提款条件后，允许企业通过新发放贷款结
清已有贷款，继续使用该行贷款资金。这
一产品的核心要点是打了一个“时间差”，
在小微企业原贷款到期的前一个月即可进
入新贷款的审批流程，做到了新老贷款的
无缝衔接。目前，中行新乡分行通过该产
品已成功为几家正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生
产经营正常，但流动资金紧张的小微企业
解了燃眉之急，成了该行服务中小客户、支
持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 （杜太升）

新乡中行积极帮助小微企业解决实际难题

近日，三门峡渑池县税务局与团县委联合
举办“五四”青年节“减税降费 我见证”签名仪
式，数百名青年代表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税
务人员首先向青年代表们讲解了减税降费政
策的具体内容，随后青年代表们纷纷提笔签
名，表示愿意以实际行动支持减税降费工作，
并谈起了关于减税降费的亲身体验。一位叫
杜恒的年轻人说，前一阵接到税务局通知去办
理退税，虽然税款不多，但税务人员服务周到、
尽职尽责；果园乡、天池镇等乡镇工作人员主

动向税务人员索要宣传材料，称赞减税降费政
策“对企业和商户帮助非常大，回去要好好宣
传，振兴乡镇经济”；一些企业单位财务人员详
细咨询在社保费降率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并加
入纳税服务微信群；渑池县丰顺新材料、秀峰
建材等几位工商界代表已切实享受过政策红
利，更是以自身实例当起减税降费“义务宣传
员”。签字现场气氛热烈，大家共同喊出“减税
降费，利国利民”的口号，为新时代新税务贡献
青春力量。 （孙奇慧）

渑池税务局举办“减税降费 我见证”活动

沈丘：打好组合拳 化解重复信访“难题”

今年来，沈丘县纪委切实采取有效措
施，着力把解决重复次数多、久拖不决的
典型信访举报问题作为突出问题来抓，注
重从源头遏制重复举报“增量”，化解“存
量”。耐心倾听群众心声，源头化解问题。
着力在为民排忧解难上下功夫，对反映人
提出的依法有理诉求，做到件件有着落、
事事有回音。加强信访处置力度，掌握主
动权。制定领导联系督办制度，对一般信

访举报件由信访室呈分管副书记签批后
交基层纪委或有关单位办理，对涉及重要
信访举报件由信访室登记后转案件监督
管理室提出分办意见，协作联办。健全信
访反馈机制，规范工作流程。进一步规范
信访举报工作办理流程，引导群众理性反
映问题诉求，减少重复举报，同时对信访
人提出的合理意见，迅速办理后进行反
馈。 （徐丽)

强化监督责任体系 深化党风廉政建设

洛阳市西工区洛北街道夯实监督执纪问
责，常抓反腐败建设不懈怠，坚持从严治党向
纵深发展。一是健全和落实村级（社区）财务
制度规定，重新制定大额资金监督办法、重大
事项廉政提示函、公务外出廉政提示函等重大
事项备案制度。二是高标准、严要求完成巡察
整改工作，有计划、针对性地加大对社区的巡
察工作力度，适时自查自纠“回头看”。三是规
范廉政风险防控点设置，规范各部门、各社区

工作职责和工作制度，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
部门的监督力度。四是严格落实公务信息备
案制度，更新班子成员和全体工作人员、社区

“三委”工作人员信息，不错报不漏报，确保监
察对象全覆盖。五是完善执纪程序，在执行监
督上实现了党工委全面监督与纪工委专责监
督相统一，整体提升纪工委队伍素养，努力提
高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能力。

（赵喆）

今年以来，驻马店新蔡县检察院坚持“四个从
严”，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于 3月
份，一举荣获全市检察机关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先进单
位。一是从严党纪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学习《中
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
报告条例》和各项党纪检纪禁令，使全院干警做到不
碰红线，不触底线，不越高压线。二是从严思想认
识。做严管厚爱的贴心人，不做放任纵容的渎职者。
进而增强干警的“全面从严，越往后越严”的认识，在
全院范围内营造学的氛围，严的氛围，干的氛围。三
是从严压力传导。今年年初党组书记检察长、分管院
领导、部门负责人及干警，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
任书，明确“两个责任”是每一个人的职责，任何人都
不能置身事外。四是从严监督执纪。通过强化日常
督察，突击督察，重点督察等形式，注重对干警上下班
纪律、工作纪律、规范司法、八小时内外情况的监督，
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执行党规党纪情况纳入
重点监督范围。 （王素玲 赵保华）

坚持“四个从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嵩山少林：功夫表演 虎虎生威 清明上河园：宋风宋韵 游客如织

重渡沟：竹乡水韵 绿茶添趣 内乡县衙：衙署文化 游人追捧

王屋老街：民俗表演 回味无穷 老君山：《歌唱祖国》燃爆全场

草木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五一小长假，广大游客出游的热情高涨。在人从众的背后，文化旅游正成为美好生活的主流选择。
五一假期，我省文旅融合成效显著，节庆活动异彩纷呈，文化旅游市场交出漂亮的“成绩单”：四天长假，全省旅游市场共接待游客3639.12万人次，

旅游收入230.3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4.12%、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