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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宋跃伟

今年是登封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年，该市将
发挥独特优势，以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亮剑精神，
加快推进登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6月 12日，记者从“登封市2019年文化旅游产
业高质量发展暨创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推
进大会”获悉，作为河南省创建第四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试点城市唯一一家试点单位的登封市，将发挥

“文化、旅游、生态”三大优势，加强推进全域旅游发
展，力争到2019年年底，全市文化旅游接待人数突
破 1750万人次，门票收入突破 6亿元，文化旅游总
收入突破 150亿元，成功创建“中国少林功夫国际
旅游目的地”“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城市”。

拥有多张世界级文化名片的登封市，曾一度
是全国旅游行业的“排头兵”。近年来，全国旅游
业发展迅猛，登封周边地区旅游业发展速度之快，
把登封滑入边缘化境地。面对当前登封旅游产业

化程度不高，嵩山文化挖掘整理不系统等问题，登
封市委市政府决定拿出刮骨疗伤、壮士断腕的亮
剑精神，打好文化旅游发展的翻身仗，实现文化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力争跻身国内旅游城市“第一
方阵”。

培本固源，推进传统景区提质增效。登封市推
进“精品景区”建设，启动少林景区环境整治和其他
景区提升工程，完成“智慧景区”管控平台、消防通
道、标识标牌更新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嵩阳书院、
中岳庙联合申创国家 5A级景区步伐，加快观星台
申创国家 4A级景区步伐。推进“智慧旅游”建设，
实现“一脸游嵩山”。积极培育景区新型业态，邀请
专业团队对嵩阳书院景区、中岳庙景区和卢崖瀑布
景区高水平策划实施夜游项目，拓展景区夜间服务
内容。挖掘生态资源，以“生态登封·多彩嵩山”建
设为引领，塑造规模宏大、独具特色的景观风貌，将
生态优势转化为旅游增长点；少林景区、嵩阳景区、
中岳景区每年增加 2—3个新型旅游业态，丰富景

区浏览内容。提升景区服务功能。
接下来，登封要促进功夫、体育、研学、乡村、文

化、文物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推进旅游增量开发，培
育亮点。策划举办“天地之中”国际功夫电影节、

“OWE国际功夫摔跤格斗秀”“嵩山少林国际马拉
松赛”等赛事活动，丰富少林功夫文化旅游业态。
重点打造嵩阳书院浓郁的“崇文尚武”特色的综合
社会实践教育研学基地、具有深厚嵩阳书院文化背
景的经典主题综合社会实践教育基地。全面推进
中岳庙生态文化公园、大周封祀坛遗址生态文化公
园、启母阙生态文化公园等 7个生态保遗项目，启
动少室阙等世界文化遗产的对外开放工作。

为鼓励支持旅游企业做大做强，登封市每年安
排 2000万元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重点用
于支持和奖励旅游规划编制、产业发展、宣传推广、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人才培训、旅游文化的研究和
普及等，形成完备的涉旅金融政策扶植体系，实现
登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柯洁VS连笑

洛阳白云山将现巅峰对决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郑特色民宿该如何发
展？6月 11日，“黄帝故里·老家新郑”迎来了省会
12家知名旅行社的总经理，拉开了旅行社采风暨民
宿走进新郑活动的帷幕。旅行社大咖表示，小民宿
里藏着大“钱景”，新郑以民宿发展促进乡村振兴正
当其时。

当天上午，河南国旅、河南中旅、河南中州国
旅、河南中信国旅、河南旅游集团、河南南湖国旅、
郑州海外国旅等12家旅行社总经理分别到具茨山
白龙沟、裴李岗小镇、南街古巷等文旅新项目进行
实地考察。在裴李岗村，别具特色的乡村民宿让人

耳目一新，灿烂厚重的文化积淀打动人心。走进南
街古巷，明清民居正在修缮，传统街巷面貌呼之欲
出。不少旅行社总经理表示，新郑文化和旅游融合
发展的“点睛之笔”彰显着城市的品位，逐步完善的
民宿项目延续历史文脉，再现古城风韵。下一步，
新郑将组织更多游客畅游“黄帝故里”，助力文化旅
游产业转型发展。

在随后举行的新郑旅游推介会暨民宿走进新
郑座谈会上，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
局长赵舒琪从区位、经济、文化、资源等方面对新郑
旅游进行全面介绍，真诚希望业界专家多为新郑旅

游发展和乡村振兴出谋划策。河南中旅集团董事
长唐伟平就民宿业发展精彩授课。

郑州市旅游协会秘书长刘洋表示，乡村游民宿
的路径是让乡村回归乡村，让老屋唤醒人们的乡
愁，让游人更诗意地栖居在乡间，回归田园生活。
新郑文化旅游资源优势明显，未来，民宿经济发展
将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新支点。

赵舒琪表示，新郑将认真学习先进地区的成功
经验，打造更高水准、更有情怀的特色民宿，全面推
动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激发乡村振兴活力，让“人
文民宿”成为新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闵博)

省内知名旅行商支招新郑——

小民宿藏着大“钱景”

群雄逐鹿，棋坛烽烟再起。
6月 15日，“问鼎中原·旗开得圣”第四届“洛阳

白云山杯”中国围棋棋圣战郑州站暨挑战者决定赛
在郑州战罢，柯洁九段执黑中盘战胜范蕴若九段获
得挑战权。接下来，在白云山进行的决赛中，柯洁
将挑战上届棋圣连笑，争夺新一届棋圣。

根据赛制安排，本届中国围棋棋圣战比赛采用
循环赛事。今年 4月份，第四届“洛阳白云山杯”中
国围棋棋圣战已经在武汉进行了八强赛和半决赛，
柯洁和范蕴若最终进入决赛。6月 15日 12:30，本
届围棋棋圣战挑战者决定赛开盘，柯洁九段和范蕴
若九段展开精彩对局，最终，柯洁领先胜出。16:
00，中国棋圣聂卫平九段与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
国家围棋领队华学明现场挂盘讲棋。来自全国各
地的围棋爱好者享受到围棋顶级比赛的饕餮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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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洛阳白云山
旅游度假区冠名举办的棋圣战已是第四届，其奖金
是目前国内围棋赛事中最高的，冠亚军将分获80万
元和20万元。

白云山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国家5A景区、国家
级森林公园等殊荣，园内山、水、云、林交相辉映，自
然环境优越，非常适合开展棋类比赛和山地运动。
主办方希望通过中国围棋棋圣战，进一步彰显洛阳
白云山避暑度假、健康养生、文化休闲、体育运动的
品牌魅力，把白云山打造成中国围棋圣地。

（郑祎歌 崔胜杰）

6月 15日，第二届河南省全民定向
系列赛嵩县木札岭站拉开帷幕。来自
我省及山西、河北等地的 300多名专业
运动员和 500多名体育爱好者相聚 5A
嵩县，奔跑在风景如画的木札岭。

木札岭站的比赛分两天进行。第
一天上午“百米趣味定向赛”，下午自由
游览观光时间，晚上专场篝火晚会；第
二天上午“丛林短距离定向”。经过两
天的角逐，成人男子组、成人女子组、大
众组、亲子组的各类奖项名花有主。

木札岭的山高水长、秀丽风光、
23℃的气温让参赛选手大呼过瘾；在遮
天蔽日的丛林中穿越，更是让专业男子
组冠军得主武冠楠感叹：“太棒了，我仿
佛走进了欧洲丛林赛道！”

定向运动是一项智能型体育运动，
深受广大群众喜爱。本次赛事的举办不
仅让参赛选手收获了竞技体育的快乐，
领略木札岭的飞瀑流泉、幽幽密林，更是
助力木札岭景区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加
快旅游与文体等多元融合发展。 (李睿)

体育爱好者探秘嵩县木札岭

夏日里，到登封大熊山体验清凉，
收获快乐吧！

6月 15日，第二届大熊山戏水漂流
季主题活动在大熊山仙人谷景区启动，
吸引着周边地区戏水漂流爱好者、旅游
团队等 5000 多人共赴戏水漂流狂欢。
本届戏水漂流季主题活动将持续至8月
底，在此期间，全国中考、高考学生凭准
考凭证游览该景区可免大门票。

青山绿水，飞瀑流泉，激情漂流、动
感滑索……在活动现场，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前来观瀑、戏水、登山、避暑，感受
夏日的清凉。在戏水漂流区，孩子们拿
着水枪、水炮、水盆等戏水用具，和“熊
大”“熊二”一起快乐地打水仗。部分家
长还带孩子挑战景区长达 3000米的槽
式漂流，穿越200米长暗河，在戏水狂欢
中体验清凉感觉。

除了戏水玩漂流，游客们还在现场
观看精彩的水中佤族歌舞、傣族舞、木

鼓舞表演；挑战 5D 玻璃桥、七彩滑道、
丛林玻璃滑道、网红桥等刺激项目。该
景区不仅增加了戏水区、雾森清凉系
统、飞人表演、水枪水炮等免费体验项
目，还邀请到云南少数民族进行精彩演
绎，与游客一起跳民族舞，一起欢乐玩
水，疯狂“嗨”一夏。

本届戏水漂流季不仅展示了大熊
山秀丽的山水自然风光、丰富多彩的游
乐体验项目，同时也是郑州打造夏季清
凉戏水品牌的亮点活动。 （庞燕岭）

登封大熊山迎来戏水漂流季

直升机接送真爱粉、巨型海浪蛋糕
万人同享、水上乐园免费畅玩……6月
14日，银基乐海水世界三周年生日趴震
撼全城，一万多名游客见证了这一欢乐
时刻。

在活动现场，十几名糕点师傅装点
出长约 20 米、宽约 1 米的巨型海浪蛋
糕，万人同祝“乐海生日快乐”的场景既
震撼，又让人感动。

“乐海号”直升机踏着七彩祥云来
接真爱粉啦！乐海真爱粉、银基业主、
参与线上活动的粉丝及现场幸运游客
等33人成为“乐海三周年庆特邀嘉宾”，
乘坐直升机在空中游园。

在三周年庆典上，酷炫的水上飞人
表演精彩首秀，表演者可以在水下潜
行，也可以像海豚一样跃出水面，种种
酷炫的动作，让人惊叹。

乐海是夏日时尚游玩必选地。浪高
3.8米的巨浪海啸池，让游客仿佛置身大
海；38.7米口径的超级大喇叭，四次垂直
震荡给人极致摇摆体验；直径20米的巨

兽碗，巨大离心漩涡让游客天旋地转；
76.6米垂直极限，让游客体验从浪峰到
浪谷的急速快感……百余项国内顶尖玩
水设备，开启别开生面的夏日狂欢。

同时，乐海增添了梦幻水幕秋千，
网红喊泉、钢琴台阶、紫藤萝瀑布、彩虹
沙滩椅、玻璃船等十余个网红打卡地，
让您的玩水之旅趣味十足。

景区负责人表示，三年来，银基乐
海水世界致力于打造快乐生活体验的
提供者，等您体验欢乐时光、徜徉清凉
夏季。 （丹丹）

银基乐海水世界喜迎三岁生日

美食美酒、时尚表演、音乐喷泉……6 月 29
日，2019 绿博之夜金星啤酒消夏狂欢季强势回
归，贯穿整个夏季的主题夜间游活动,将为周边
市民提供一个休闲纳凉的好去处，定让游客“嗨”
足一夏。

据园区工作人员介绍，绿博之夜活动时间为6
月 29日—8月 18日期间的每个周六和周日，周周
有精彩，活动不停歇，劲歌热舞、乐队表演、啤酒互
动、火舞秀、小丑音乐剧、大型魔术、嬉水狂欢、音
乐喷泉等节目精彩纷呈、各有特色，带你畅享夏夜

星空下的全方位视听盛宴。
美景需感知，美食需体验。园区“老家味道”

美食古街集聚河南省十八地市特色美食，另有龙
虾节强势加盟，诱动你的味蕾！只有你想不到，没
有你吃不到，身为资深吃货的你，可不能错过这种

“逛吃逛吃”的绝妙体验。
喧嚣的音乐释放夏日的激情，美味的啤酒跃

动清凉的旋律。头顶夏夜繁星，流连璀璨灯火，徜
徉飘香美食，连空气中都是撩人的美味，夏季绿博
之夜值得期待。 （刘瑞）

近日，2019鬼谷子智慧与国学传承
云梦山论坛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余
名专家学者、国学名师等共聚淇县云梦
山，就鬼谷文化创新发展的智慧应用、
鬼谷子国学经典智慧、国学传承与人文
精神、国学经典智慧的实战应用等热点
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本次论坛由华夏龙文国学文化研
究院与淇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联合举
办，通过组织召开学术研究会、举办书
画笔会、参观鬼谷文化圣地云梦山等活
动，充分发挥淇县历史文化资源优势，
大力弘扬鬼谷子国学智慧文化，为全国

各地鬼谷子文化研究搭建平台，为海内
外文化交流搭建桥梁，进一步促进了鬼
谷文化旅游事业繁荣发展。

华夏龙文国学文化研究院院长周金
超表示，鬼谷子文化丰富多彩、博大精
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可以应用在
现实生活中的各个行业和领域。鬼谷
智慧与国学文化的传承是相互融合、相
携共进的，云梦山国学智慧论坛系列活
动的开展，对进一步推动鬼谷子文化研
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扩大云梦
山的知名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吴鹏嘉）

国学名家探讨鬼谷子智慧

郑州绿博园

消夏狂欢季下周强势回归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高国土交易告字〔2019〕5号

经郑州市人民政府批准,郑州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规划住建局决
定以现场挂牌方式出让郑政高出〔2019〕
17、18号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郑
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
指标要求（见右表）

郑政高出〔2019〕17、18号地块均为储
备用地。郑政高出〔2019〕17号地块产业准
入条件为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
据处理和存储服务；郑政高出〔2019〕18号
地块产业准入条件为供应用仪器仪表制造。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
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现场挂
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
申请。

三、此次出让地块采用现场挂牌方式
出让，采用价高者得的方式确定竞得人（具
体内容详见挂牌出让文件）。

四、申请人可于 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 年 7月 17日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间领取挂牌出
让文件。于2019年 7月 5日至2019年 7月
17日 17时前到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7021房间提交书面申请。
缴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17日 17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申请人应在 2019年 7月 17日 17时前

提交材料完毕，过期为无效申请。郑州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标局）将在
2019年 7月 17日 17时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挂
牌报价时间和地点：

（一）公告时间：2019 年 6 月 15 日至
2019年 7月 4日

（二）挂牌时间：2019 年 7 月 5 日至
2019年 7月 19日 9时

（三）挂牌地点：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郑州市招标局）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

愿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
价确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
格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竞买人应全面了解发改部门关于
项目核准备案的详细规定和程序的有关规

定以确定是否参与竞买。
七、联系方式及人民币银行账户
1.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

土规划住建局
联系地址：郑州市高新区国槐街8号火

炬大厦B座4楼国土资源二办公室
联系电话：0371-67981695
联 系 人：张先生
2.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
联系地址：河南省郑州市中原西路郑

发大厦7021室
联系电话：0371-67188038
联 系 人：张先生
3.开户单位：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郑州市招标局）
⑴开户行：招商银行郑州农业路支行；
3719 0550 9410 708
⑵开户行：华夏银行郑州建设路支

行；
1555 2000 0010 2241 5

⑶开户行：中原银行郑州工人路支行；
4101 1401 0150 0004 02
⑷开户行：中国银行郑州文化支行
2546 5423 3578
⑸开户行：郑州银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支行
9950 1880 1066 9487 9
⑹开户行：民生银行郑州分行

6999 0931 5
⑺开户行：建行郑州发展大厦支行
4105 0167 6708 0966 6666
⑻开户行：浦发银行郑州经三路支行
7606 0078 8017 0000 0003
⑼开户行：工行郑州陇海路支行
1702 0215 3800 0001 142
⑽开户行：中信银行郑州分行

8111 1010 1120 0841 146
⑾开户行：农行郑州中原支行
1605 1101 0466 6666 9
⑿开户行：平安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1535 6789 6789 99
⒀开户行：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4910 0000 1012 0100 1300 27
⒁开户行：兴业银行郑州分行
4620 1010 0101 0060 23
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国土

规划住建局
郑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郑州市招

标局）
2019年6月 18日

编号

郑政高
出

〔2019〕
17号

郑政高
出

〔2019〕
18号

土地
位置

雪梅街北、
花柏路东

红杉路东、
雪梅街南

使用权
面积
（㎡）

20000.18

65687.91

土地
用途

工业用地(地
下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工业用地(地
下交通服务
场站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
率

＞1.0

＞1.0

建筑
密度(％)

＞60

＞60

建筑高
度(米)

＜100

＜80

绿地率
(％)

＜20

＜20

投资强度
(万元/亩)

≥600

≥600

出让
年限(年)

50
（地下空间

50）

50
（地下空间

50）

竞买保
证金
(万元)

339

1184

起始价
（万元）

1691

5917

开发
程度

七通
一平

七通
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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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加快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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