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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晨会开启一天快乐工作
——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创新发展侧记

济源那么美，何不相约到“愚公故
里·传奇济源”打卡去！

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开幕以
来，济源市面向全球的旅游达人发布了
总价值超百万元的多项福利：6月 1日
至 10月 31日，只要你在今日头条短视
频平台（抖音、快手、火山、西瓜）任一个
个人账号粉丝量达到指定数量，并参加
今日头条话题“头条带你游河南”“去看
更大的济源”、抖音话题“在抖音遇见济
源”并发布有关景区的原创视频、图片，
即可获赠“游山玩水还有奖励”的超级
福利。

百花绽新蕊，文旅正芳华。
5 月 10 日，由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河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共同主办
的首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正式启动，

“老家河南”迅速在新媒体和互联网有
关平台“霸屏”，中原文化和“三山”风景
迅速在亿万网民中广泛传播。

5 月 27 日—29 日，一场从愚公故

里出发的旅行启程了。小鹿旅行志、渺
渺看世界、小旅兔、落榜进士V、刘小顺
等首批十位大咖达人等文旅创作者深
入到王屋山、五龙口、黄河小浪底、黄河

三峡等地进行打卡，把“愚公故里·传奇
济源”壮美山水和动人故事传递给世
界。一时间，济源迅速在新媒体和互联
网有关平台“霸屏”，在亿万网民中广泛

传播，#去看更大的世界#、#头条带你游
济源#等话题，不断掀起文旅创作的高
潮。

同时，为了吸引更多的创作者到济
源进行创作，济源市设立总价值超百万
元的奖励，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激励政
策，成就您的“旅游达人梦”。

用现代传播手段让文化更有活力、
旅游更有魅力，让丰富的旅游资源在指
尖传递、在网络流传。快快走进“愚公
故里·传奇济源”,邂逅这里的诗与远
方。

一、金牌豪礼（限300名）
任一个个人账号粉丝量≥5万人

的游客，可获赠济源五景区套票+酒
店住宿。

●王屋山门票+交通+索道（含
景区内门票+观光车+往返索道，需
购买5元/人的保险)。

●五龙口门票+交通+观光电梯。
●小浪底门票四张。
●黄河三峡门票+游轮+索道+

玻璃吊桥（含门票+游船票+玻璃桥+
玄天洞索道票+桃花岛缆车票，保险
需自行购买，2元/人）。

●银河峡小沟背门票+交通（含：
门票+旱滑道+水滑道，保险需自行
购买，2元/人）。

●老兵工酒店两晚住宿。

二、银牌豪礼(限 1000名)
任一个个人帐号粉丝量达到 1

万人—5万人的游客，本人可获赠以
下福利包：

●王屋山价值 200 元的通票一

张（含：景区内门票+观光车+往返索
道，需购买5元/人的保险)。

●五龙口价值 95元的门票+观
光车+观光电梯套票一份。

●小浪底价值40元的门票两张。
●黄河三峡价值 180 元的景区

套票一张（含：门票+游船票+玻璃
桥+玄天洞索道票+桃花岛缆车票，
保险需自行购买，2元/人）。

●银河峡小沟背价值 95元的景
区套票一张（含：门票+旱滑道+水滑
道，保险需自行购买，2元/人）。

限前1000名。

三、铜牌豪礼(限5000名)
任一个个人账号粉丝量达到

5000人—1万人的游客，本人可获赠
以下福利包：

●王屋山景区价值 50元的门票
一张，价值60元单程索道票一张。

●五龙口景区价值 40元的门票
一张。

●小浪底价值40元的门票一张。

百万豪礼@你 愚公故里来打卡
——济源市向全球文旅创作者发出诚挚邀约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张金有 许晋

庄严的升旗仪式、规范的风采展示、嘹亮的集
体合唱、丰富的集训课题、优美的健身体操……6
月 3日，国家 5A级景区鸡冠洞晨会训练首次公开
亮相。在军事化的标准要求下，一连串的训练内容
一气呵成，令在场的游客啧啧称赞。

这一富有朝气的企业文化，是公司创新发展的
一个缩影。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鸡冠洞人勇于
进取、开拓创新，引领着新公司焕发新气象。

绽放职工风采 洋溢青春活力

当天 8时许，在鸡冠洞景区的迎宾广场，一场
精彩的视觉盛宴——晨会训练准时上演。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三名护旗手标准规范地将
国旗升空，200多名员工分列整齐，行注目礼仰望
国旗冉冉升起。各部门员工统一步伐、健身长跑，
行进中喊出响亮的口号：“令行禁止，快速反应，开
心工作，快乐生活，乘兴而来，感动而归”，使员工充
满青春活力

“中国兴盛，我的责任；企业兴旺，我的责任；家

庭幸福，我的责任；游客感动，我的责任……”在景
区指挥官的引领下，全体员工表达出内心的感受。
接下来，一曲《团结就是力量》，使晨会气氛空前高
涨。之后，各部门灵活多样地进行工作安排、步法
训练、礼仪培训和趣味游戏等内容，使员工在开心、
舒心的环境中接受新的任务。

时钟指向 8:25，健身操音乐响起，舞姿优美的
欢快场面感染者每一位员工和游客。8:30，在“一
二三，加油”的口号声中，晨会结束。

一场晨会开启一天快乐工作。记者获悉，4月
10日，河南省鸡冠洞旅游发展公司正式挂牌，迈出
了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中的重要一步。该晨会训练
模式是公司改制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管理创新的大
胆尝试，旨在激发职工斗志，提高职工素质，增强职
工体魄，激励职工焕发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创新管理体制 激发企业动力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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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完善晨会模式的基础上，河南省鸡冠洞旅游
发展有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出新招，促进了管理水

平的全面提升。鸡冠洞调整公司二级机构岗位职
责，规划设置新的内部机构，部门职能分别进行调
整划转，促进部门设置的科学化、集约化、规范化。
同时建立科学规范的用人机制及全面实施绩效工
资制度，创新实行轮值管理模式和旬会模式，全面
提升景区管理水平。

人才是企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基石。景区结合发
展方向，派出专业人才、优秀员工到全国知名景区、
重点高校定向考察，学习先进经验，为探索科学化管
理模式、提升景区管理水平提供坚强的智力支撑。

景区做好战略层面远景规划，重点抓好经营管
理、文旅融合与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演艺与业态创
新等三项工作，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
效益等同获丰收。接下来，景区着力打造夜游经济
模式，做好灯光改造，举办夏季灯光节，丰富栾川旅
游业态，提升品牌形象。

谋突破，一路奋进；再出发，任重道远。河南省
鸡冠洞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军伟表示，该景
区正在着力打造高品质旅游,全力推动旅游业高质
量发展，为建设向上向善旅居福地新栾川，打造伊
水栾山养生城奋斗目标贡献力量。

又是一年端午节，除了宅在家里吃粽子之外，
您是否也想要一个特色有趣的端午佳节？带上家
人到淇县来吧，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将满足您假
日出游的一切需求。

探洞、涉峡、避暑、祈福……端午小长假，相约
云梦山，您不仅可以体验射五毒、投壶、打陀螺、摞
窑儿、巨型象棋等传统民俗文化，还能享清凉夏
日，在秀美山水间来一场奇幻惊险的视觉盛宴。

端午游灵山，穿越千年享民俗，假日期间，不
仅对身着汉服的游客免收门票，还有包粽子、镇五
毒、杀五毒等精彩活动不容错过；畅游朝阳山，相
约“千人粽子宴”，享生活、登朝阳、拜孔圣，集五
福、幸运大转盘等系列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届时，摘星台朝歌文化品鉴游、赵庄网红胜地
快乐游、秦街花海迷宫趣味游、大石岩红色精神传
承游等精品线路，将陪您度过惬意的端午假期。

（吴鹏嘉）

端午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自古以来端
午节便有赛龙舟及食粽子等节日活动。端午节即
将到来，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传统的端午佳节，
2019中国（开封）清明上河园端午文化节即将上
线，为游客呈现多种多样的端午文化精彩活动。

据了解，今年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端午节演
出全面升级，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传统、快乐的端
午佳节，端午文化节期间，清明上河园在每天上百
场常规演出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了多场与端午习俗
有关的节目。

有“汴河竞标”龙舟表演赛。在巍峨瑰玮的双
殿前，由包拯包大人宣读比赛规则，由“大宋皇帝”
带领文武群臣和嫔妃为参赛龙船点睛，气势磅礴
的龙舟大赛欢腾开始；有端午迎送雄黄酒。端午
文化节期间，跟着端午迎送雄黄酒大巡游队伍，将
有机会获得各种各样的小礼品，还能喝点小酒；有
端午节版特色演出。端午文化节期间，除了上百
场演出照常上演外，《大宋科举》《大宋·东京梦华》
都新增了端午特色元素，将带给游客不一样的观
看体验。

另外，为了让游客度过一个欢乐、热烈的端午
佳节，端午文化节期间，清明上河园在游客经过的
主要道路上还进行了端午氛围布置。 （姚亚彤）

过了五月，洛阳城里的牡丹逐日凋
谢，但在栾川深山里的赤土店九鼎沟
镇，千亩高山牡丹或含苞欲放、或群芳
竞艳。6月 1日，栾川县九鼎沟首届高
山牡丹芍药切花节开幕，引来数以万计
的游客前来打卡。

在活动现场，满眼牡丹万花竞放、
争奇斗艳，点缀在绿叶丛中，映衬与蓝
天之下，呈现出一派姹紫嫣红的迷人景
象。在微风吹拂下，20度的气温舒爽宜
人，牡丹花香沁人心脾，让人流连忘返。

国色天香、美动宾朋。牡丹绽放为
山野增添了无限生机，开幕式当天，汉
服走秀、古典舞蹈、插花艺术比赛等异
彩纷呈，牡丹花田美食汇、花田音乐会、
十万支鲜切花大放送等深受游客青睐。

蓝天白云、高山牡丹、铺满鲜花的
山路、掩映花海的民居及村民灿烂的笑
脸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乡村美卷。

据悉，从 2016年开始，赤土店镇与
洛阳神州牡丹园艺集团合作，大力发展

高山牡丹芍药鲜切花产业，在九鼎沟沿
线 32公里流转土地 1300余亩，种植牡
丹、芍药等两大类80多个品种鲜花。切
花除了满足国内市场，大量销往欧洲、
美洲，成为“一带一路”上的洛阳名片。
该产业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群众
通过土地流转、花田管护和发展乡村旅
游等年均增收1万元以上。

本次牡丹芍药切花节期间还将举
办摄影征文大赛、花田长桌宴、花田音
乐会和定向徒步越野赛等精彩活动，以
此助推九鼎沟高山牡丹芍药切花节这
一栾川乡村旅游的新名片。 (李彬)

艳阳高照，清风拂面，孟津黄河绿
道成了万千游客游玩的好去处。

6月 1日，黄河“骑”遇，“孟”享生活
之六一特别活动——“六一，我们一

‘骑’来快乐”在黄河绿道铁谢段举行，
来自孟津各个小学的孩子们度过了一
个有意义的节日，也为崭新的黄河绿道
增添了一抹明媚的色彩。

黄河绿道亮相 六一活动热闹
5月，2019“黄河绿道，孟津‘骑’遇

季”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是孟津县
首次以整条黄河绿道为 360°全景舞
台，打造的一场集音乐、亲子、骑行等元
素于一体的欢乐大聚会，彰显着孟津旅
游项目的价值。

据悉，全长 108公里的黄河绿道是
孟津全新打造的旅游项目，是一条沿黄
河观光旅游多彩骑行道，周边分布有汉
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黄河湿地、国家
级田园综合体等人文、自然景观及住
宿、餐饮等配套项目。以黄河绿道为抓
手，孟津旅游逐渐形成了以核心区、拓
展区、连接区为主要结构的旅游新格
局，成为游客享受慢生活、微度假的理
想目的地。

演出亮点频现 骑行活动丰富
入队、出旗、齐唱《中国少年先锋队

队歌》……活动当天，来自孟津县白鹤
镇中心小学的少先队活动，彰显着少年
儿童的活力与朝气。接下来，歌曲联
唱、舞蹈表演、器乐合奏、花样篮球和柔
力球表演引来阵阵掌声。

精彩的文艺演出之后，骑行活动火
热展开。来自孟津双语实验学校、孟津
第一实验小学、孟津第二实验小学的学
生进行了绿道轮滑和平衡车骑行活动，
他们矫健的身姿、灿烂的笑脸与黄河绿
道相映成趣，爽朗的笑声洒满绿道。

黄河“骑”遇，“孟”享生活。接下来，
黄河绿道“骑遇季”将推出一系列精彩活
动，为游客带来更多惊喜。 （谢钰旸）

挂艾草、佩香囊、包粽子、划龙舟……一年一
度的端午节即将到来。5月 31日，记者从郑州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郑州市多家旅游景区都
备好了丰富的文化旅游盛宴。让您在端午小长假
放飞心情、享受美好时光。

假期每天9:00，登封嵩山景区将在少林景区
游客中心广场推出“印象少林”大型武术迎宾仪
式。此外，该景区还将与少林塔沟武校联合，推出

“英雄少林会”室外武术表演，展示少林雄风。
假日里，游客到黄河风景名胜区可欣赏每天

上午、下午定时推出的《百贤祭祖》《桃园三结义》大
型实景演出。《百贤祭祖》全力打造国内文化内涵
深、综合表演元素多、覆盖范围广的实景音乐表演
秀。《桃园三结义》将刘备、关羽、张飞的经典故事精
彩编排，带领您穿越时空隧道，重回历史场景。

郑州园博园将围绕“诗画园博景、粽香端午
情”主题举办划龙舟表演，开展“汉服游园”活动，
推出“礼赞屈原”节目。

端午节当天，来巩义浮戏山雪花洞景区参观
购买全价门票的游客可获赠香囊、五彩绳，到康百
万庄园者可获赠五彩绳。6月 7日~9日，杜甫故

里将推出“背杜诗，免门票”活动，凡当场背会5首
杜甫诗歌的游客即可享受免门票优惠。

荥阳市古柏渡飞黄旅游区将推出“粽情端午
挑战吉尼斯”活动，游客在可获赠端午吉祥香包或
五彩绳，还可参与现场包粽子活动。

郑州方特梦幻王国将举办端午民俗会，游客
可沐兰汤、挂艾草、佩香囊，体验雄黄画额，感受传
统文化魅力。

6月6日上午，惠济区第四届非物质文化遗产
暨民间民俗文化展演活动将在艺茂国际仓举行。
届时，相关部门将邀请30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
间民俗项目进行展示，同时还将组织舞狮、舞龙、
茶道、古琴等展演。

6月 7日至 9日，中原福塔将举办“学国学，诵
经典，免费抽奖赢门票”活动。游客背诵（或朗诵）
任意一首唐诗、宋词、《诗经》等国学经典，即可参
与转盘抽奖，来赢取福塔门票。

与此同时，荥阳孤柏渡飞黄旅游区、新密神仙
洞风景区、巩义青龙山慈云寺景区、荥阳塔山旅游
度假区等均有门票优惠。新郑博物馆免费开放、
免费讲解。 (张莉娜)

郑州：文旅融合 节日大餐

捧出文旅盛宴 邀您来过端午

“骑”遇黄河美景 “孟”享快乐童年

高山牡丹齐绽放 游客欢聚九鼎沟

宋韵端午 美丽清园

全域淇县 活动多彩

5月 31日，“2019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人才交流大会暨河南省旅游类毕业
生就业双选会”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开
幕。本次大会不仅推动了校企深入合
作与交流，也进一步优化了我省旅游人
才队伍结构，为全省旅游业发展提供人
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据悉，本次大会由河南省文化和旅
游厅、河南省教育厅主办，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人才中心、河
南省大中专学生就业服务中心共同承
办。大会采用集中招聘和分散招聘、线
上招聘和线下招聘、毕业生就业招聘和

实习生实习招聘等三种结合方式进行，
共吸引省内外知名星级酒店、景区、旅行
社及其相关行业352家用人单位报名参
会，提供中高级管理人员、市场营销、网
络营销、会展策划、文案策划、旅游规划、
企业管理、票务人员、旅游计调、酒店餐
饮业厨师等3500个岗位。

近年来，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就业率
逐步提高。此次招聘会不仅为毕业生
和用人单位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也
在校内营造了浓郁的就业氛围，毕业生
踊跃参与招聘会，对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和充分就业起到了助推作用。(刘亚东)

网罗文旅人才 三千岗位任选

6月1日—10月31日，
粉丝量过万的达人速来领百万豪礼

6 月 3 日,在第十一届安阳航空运
动文化旅游节开幕当天，中国邮政发行
《安阳》邮票册。该邮票册收录了新中
国成立以来发行的三套安阳题材邮票，
集中展示了安阳最具特色的文化符号。

邮票历来被称为“国家名片”，是弘
扬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粹的重要宣传载
体，方寸之间浓缩着社会、政治、经济、
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邮政发行过
三套安阳题材纪特邮票。《红旗渠》特种

邮票于 1972年 12月 30日发行，一套 4
枚，分别为愚公移山、青年洞、桃源桥及
人工天河，体现了林县人民艰苦奋斗、自
力更生的红旗渠精神。《古代名将——岳
飞》纪念邮票于 2003年 9月 25日发行，
一套 3枚，分别为高风亮节、尽忠报国、
名垂青史，描绘了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的
精神气质和人格特征。《殷墟》特种邮票
于 2016 年 7月 13日发行，1套 3枚，分
别为甲骨文、青铜器、玉器，体现了殷商
文明的博大精深。 （安游）

《安阳》邮票册亮相 展示独特文化符号

开封清明上河园极富宋风宋韵的龙舟比赛，吸引了很多游客 资料图片

旅游达人打卡愚公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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