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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文旅融合高质量“诗与远方”更美好
□本报记者 朱天玉

6月的洛阳，人潮涌动。许多游客
选择到洛阳“清凉一夏”。

6月 19日，武汉理工大学的大礼
堂中，座无虚席，洛阳夏季文化旅游宣
讲会圆满举行。体验、攻略、促销、惠
民……“我要去洛阳”一时间成为学子
们热议的话题。

这只是洛阳夏季文化旅游推广季
的一项活动，也是洛阳推动文旅融合、
实施文旅惠民的一个举措。

思路决定出路，视野决定高度。
洛阳市“跳出洛阳看洛阳”“跳出河南
看洛阳”，坚持以文旅融合发展为主
线，树立新发展理念，着力提升文化和
旅游公共服务效能，加快推进文化旅
游产业提质增效，着力推动文化和旅
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诗与远方”完美拥抱

河南洛阳城市规划展示馆人气爆
棚，成了网红“打卡”地，每天来此“打

卡”者络绎不绝。
在二楼一块整面墙的现代化数码

擦屏——“刷新洛阳”前，手指轻轻一
划，瞬间打开一扇神奇的“时光之门”，
拂去十三朝古都的历史沧桑，将人们
带到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近日，洛阳夏季文化旅游推广季
系列活动启动，从 6月持续到 8月底，
以“夏韵洛阳，行知古今”为主题，洛阳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通过“暑期放价，
约惠洛阳”“山水洛阳，避暑天堂”“探
索洛阳，行知世界”“老城记忆，河洛乡
愁”“走进博物馆，爱上这座城”等五大
系列活动，引爆暑期旅游市场，拉动内
需刺激消费，延长洛阳文化旅游产业
链条，促进景区、酒店、非遗、研学等文
化旅游企业转型升级。

旅游使文化更具活力，文化让旅
游更有魅力。洛阳，在文旅融合开局

之年，奏响了“诗”与“远方”的共鸣曲。

文旅融合的“洛阳模式”

横看成岭侧成峰。对于发展，虽
有资源禀赋之影响，但关键还在于你
怎么看、怎么干。如果用新发展理念
看，你所看到的洛阳就是：三山环抱更
有韵味，四水中流更具情趣；两手一摸
河洛文化，双脚一踩秦砖汉瓦；文化惠
民让利于民，文旅融合流连忘返。

坚持新发展理念，洛阳探索出一
条卓有成效的“洛阳模式”：用抓文化
的理念抓旅游、用抓旅游的方法抓文
化，加快文旅融合步伐，推进旅游转型
升级,把文化资源、旅游资源转化为拳
头产品和品牌。

如何推动文化、文物、旅游深度融
合？洛阳狠下一番功夫：一是充分发
挥龙门石窟等景区的龙头带动作用，

持续巩固提升“老三篇（龙门石窟、白
马寺、关林）”，推动向“新三篇”的转
变；二是把优秀的历史文化资源融入
旅游产业规划建设中，持续深化提升
已有旅游产品文化内涵，建立全产业
链条，不断丰富文化旅游业态，形成更
多的“诗和远方”；三是充分利用演艺
团体资源优势，组织传统艺术、非遗展
示进景区，丰富景区文化内涵，提升景
区品位；四是精心策划组织，把重大文
化旅游节会活动办出新意、办出特色，
增强聚客效应。

在文化和旅游水乳交融中，“古今
辉映”正在逐渐照进现实，“诗和远方”
打开了更大想象空间。现如今，三彩
小镇等特色小镇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来，隋唐洛阳城九洲池等一批历史文
化旅游景点“火”起来，多条博物馆之
都精品旅游线路“热”起来。

文旅惠民的“洛阳经验”

到栾川避暑休闲、去博物馆赏文
物、来城市书房看书……6月的洛阳古
韵盎然。站在隋唐洛阳城天堂景区，
推开一扇扇古色古香的窗户，应天门、
九洲池等标志性文化景观尽收眼底。

“推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是为
了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新期待。”中
宣部日前召开的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座谈会，给文旅融合发展目的定了调，
就是要做好文旅惠民。而洛阳已率先
在文旅惠民发展中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子：努力推动文化与旅游在更广范围、
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实现融合发展，
把文化味道渗入一个个具体的旅游项
目中，让文化看得见、摸得着、品得出
味道。

让春天“动”起来。合则强，分则

弱。洛阳鼓励、引导县区出台联合惠
民政策，市县联动引客入洛、留客在
洛，促进文化旅游消费。

让夏季“凉”起来。抓住夏日避暑
需求，深入挖掘洛阳伏牛山、黄河等山
水资源，大力推动栾川老君山景区、重
渡沟景区等举办特色文化活动，将文
化类消费纳入大众消费之中。

让冬季“热”起来。2018 年的洛
阳冬季，旅游很“热”。洛阳冬季文化
旅游惠民消费季圆满开展，以景区温
泉嗨起来的冬游、庙会灯会闹起来冬
俗、促销鉴赏买起来的冬购等为主的
一系列活动，火热举办。

让旅游“惠”起来。继续推动实施
“乘高铁门票半价游洛阳”活动，出台
更具含金量的包机、专列、自驾游车队
等游洛阳奖励政策，龙门石窟景区在
不同时段对不同地区推出优惠政策，
吸引更多游客群体来洛旅游消费。

文旅融合，洛阳走得早走得好走
得巧走得实。文旅融合，必将为“出彩
洛阳”打造出更多精彩的旅游新文化。

□本报记者 赵春喜
本报通讯员 游延涛

夏日的周口，收获的喜悦写在农
人的脸上。

“您看这麦子，粒大、饱满、色黄，好
得很！今年我种的1200亩小麦，平均
亩产1500斤，托管的7万亩小麦，平均
亩产1400斤。”6月 23日，说起今年夏
收，商水县舒庄乡种粮大户杜卫远脸上
的笑容，像饱满的麦子一样灿烂。

不远处，就是舒庄乡高标准农田
项目区。放眼望去，田块方正、沟渠通
畅、道路通达。田地里的秋庄稼拱土而
出，穿过金色的麦茬，竞相绽放绿意。

同是一方地，今昔大不同。在杜卫
远的记忆中，当年这块地七零八碎，旱
了不好浇、涝了排不出，全凭“望天收”。

这不只是舒庄乡的难题。
周口一马平川，沃野千里，素有

“中原粮仓”的美誉，是全国粮食生产
先进市、全省第一产粮大市。

有人做过一个形象的统计：全国
小麦每 25粒就有 1粒来自周口，河南
小麦每6粒就有1粒来自周口。

但全市中低产田比重大，农业基
础条件依然薄弱。把国家粮食安全重
任牢牢扛在肩上，“藏粮于地”是基
础。2006年以来，周口市开始大规模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向土地要效益。

针对耕地多而不整、生产和水利
条件差的状况，该市国土部门积极争
取上级政策立项支持，规划了项目区，

整 修 田 间 道

路，平整深翻土地，对耕作层进行再培
植，通电通水，形成“田成方、林成网、
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的高
标准农田，为粮食高产稳产打下坚实
基础。

目前，全市已建设高标准农田
350万亩。随着耕种、灌溉、交通等条
件的改善，过去的“望天收”变成了高
产稳产田，像杜卫远这样的种粮大户
大批涌现。

周口作为传统农业大市，又是崛
起中的发展大市，怎么既保耕地“红
线”，又保经济社会发展？

该市先后出台一道道“硬杠杠”，
层层签订责任书，将耕地保护责任夯
实到位。数据显示，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周口市耕地面积分别为
1156.76 万亩、1158.64 万亩、1160.50
万亩，连续三年高于省定目标，且耕地
保有量实现“三连增”。

随着补充耕地后备资源不断枯
竭，建设用地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周口市在破解耕地占补
平衡难题过程中，在划足划好
永久基本农田的基础上，逐步
建立健全了统筹规划、统筹项
目、统筹资金、统筹开发、统筹

使用的“五统筹”制度，通
过整合全市各方资

源和资金，

形成了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的局面，提高了补充耕地对经济发展
的保障能力。

该项制度建立以来，全市共实施
补充耕地项目 87 个，投资达 4.16 亿
元，新增耕地6.38万亩。

随着人地矛盾日益尖锐，违法用
地查处成了“老大难”。

“南顿马旗驾校正在进砖准备下
地基，请国土所迅速查处。”忙碌了一
早上，项城市南顿国土所所长黄程远
刚刚回到所里，就看到视频监控中心
发来的信息。不到10分钟，工作人员
到达现场，迅速制止了该驾校准备进
行的违法占地行为。

这是项城市打造的土地执法视频
监管平台。通过为土地资源动态安上

“千里眼”，对基本农田、可建设区域、
批后监管区域等进行全天候监控，及
时掌握土地资源状况，使执法更加规
范、高效。2018 年，周口市共立案查
处违法用地案件 190多起，结合土地
利用管理突出问题专项行动，复耕土
地3000多亩。

万物土中生，寸土如寸金。“严格
保护耕地，责任重大；节约集约用地，
任务艰巨。我们要努力让‘严格保护
耕地，节约集约用地’的观念在周口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为周口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强支撑和有力保障！”周口市市
长丁福浩说。③6

□本报记者 李若凡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地区，
一头连着消费市场，是扶贫工作
的重要内容。第二届中国粮食交
易大会首次设置消费扶贫展区，
免费提供给贫困地区农民专业合
作社、企业，展销自己生产的特色
农产品。

6 月 23 日上午，消费扶贫展
区内人头攒动，河南面粉、安徽
粉皮、西藏青稞、江西梾木油果、
四川自热小火锅……来自 22 个
省区 169 个贫困县的优质特色粮
油产品，吸引了众多参展者争相
购买。

在河南消费扶贫展区，鹿邑
县唐集乡贺店村驻村第一书记李
刚当起了“推销员”。他说：“我
们村是豫东平原典型农作物区，
也是省级贫困村。在省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的指导和支持下，投
资 123 万元建设村集体扶贫产业
基地，引进企业入驻，带动村民
致富。这次带来的产品有张刘涛
养鸡场的散养土鸡蛋、兴丰家庭
农场的无公害红薯粉条等，销售
非常好。这也是我们的产品第一
次走进这样高规格的平台进行展
销。”

据悉，消费扶贫展区面积近
3000 平方米，由国家粮食和物资
储备局统一设计展台，并提供全方
位、一站式服务。

截至 23 日，已有多家企业与
贫困地区签订了采购协议。其
中 ，中 粮 集 团 与 安 徽 阜 南 签 订
1160万元的优质弱筋小麦采购协
议，苏粮集团与甘肃会宁签订了
500 万元优质粮油采购协议……

还有近 20家企业有明确的采购意
向。

“举办这次展销会目的，就是
要通过搭建平台，动员社会力量
参与扶贫，助力扩大贫困地区产
品消费渠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规划建设司负责人说，立足
贫困地区当地资源，发挥特色优
势，促进品牌推广和产品销售，为
贫困地区实现脱贫致富注入内生
动力，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农民
增收、稳定脱贫，携手打赢脱贫攻
坚战。

如何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打
通优质特色粮油产品销售的“最后
一公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规划建设司负责人也建议，“好酒
也怕巷子深”，贫困地区要主动对
接市场需求开展营销活动，采取多
种方式加大展销力度，打通优质特
色粮油产品销售“最后一公里”。
此外，还可大力发展互联网+农业
订单模式，打破原先农产品被动销
售的状态，将优质特色粮油产品进
行线上订单种植销售，实现市场对
接合作共赢。③6

本报讯（记者 周青莎 郭戈）6月
22日，由省法学会、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等联合主办的河南省地方立法
论坛在鹤壁举办，这是我省首次举办
的地方立法论坛。省人大常委会副
主任王保存出席并致辞。

王保存指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
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积极推
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
持突出重点、急需先立，紧密结合河

南实际扎实推进地方立法工作。今
年是全国人大赋予省级人大及其常
委会地方立法权 40周年。40年来，
省人大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 542
件，其中审查批准各设区的市地方性
法规 233件，有力促进了我省经济社
会发展，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律体系作出了积极贡献。

论坛上，来自全国人大常委会、
西南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针对地
方立法工作作了专题报告，省法学会
负责人为获奖论文作者颁奖。③8

本报讯（记者 宋敏）6 月 24日，
副省长徐光在郑州与南航集团总经
理、党组副书记马须伦就进一步加强
双方战略合作有关事宜进行会谈。

徐光表示，南航集团是河南民航
长期、重要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南航河
南公司组建以来，为郑州航空枢纽建
设提供了重要支撑。希望双方共同努
力，合作推进“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不
断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航线网络布局；进一步推动南航河南
公司发展壮大，共同在航线开辟、运力
投入、人才培养、飞机引进、财务管理

等方面给予更大支持；加快航空产业
发展，推动在郑州布局飞机维修、飞机
租赁等航空相关产业。

马须伦说，南航集团很看重河南
市场，将采取有效措施，尽可能扩大
运力投放，不断提升运营品质，在资
源保障方面加大投入，积极推进郑州
航空枢纽建设。希望河南大力支持
基地航空公司建设，积极发展空铁等
空地联运。

双方明确建立工作专班，推动各
项合作落地见效，共创互利共赢的新
局面。③9

本报讯（记者 卢松）6 月 20日，
全国残疾人脱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
郑州举行。报告会前，副省长戴柏华
会见了中国残联副主席程凯和报告
团成员。

戴柏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报告
团一行表示欢迎。他说，各级各有关
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扶贫工作和残疾人事业的重要论述
精神，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学习弘扬先进典型顽强拼
搏、自强不息的精神，紧盯“两不愁三

保障”目标，落实精准方略，下足“绣
花”功夫，把残疾人脱贫攻坚工作做
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确保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都不能少。

程凯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
残疾人的关心关爱传达到基层，把国
家扶残助残政策传播给更多残疾人，
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激发残疾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号召
党员干部和社会各界关心帮扶贫困
残疾人，推动新时代残疾人工作再上
新台阶。③8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6 月 24
日，在郑州市紫荆山广场，省禁毒办
联合郑州市禁毒办举办“6·26”国际
禁毒日宣传活动。副省长、省禁毒委
主任、省公安厅厅长舒庆出席活动。

赵德润、邓亚萍、张泽群、范军、
贾占波、李雪英、田华被省禁毒委聘
任为河南禁毒公益形象大使，舒庆为
他们颁发了证书，并为郑州禁毒宣讲
团授旗。在活动现场，张泽群发出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的倡议，助力

河南禁毒公益宣传。
省禁毒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活动聘任河南禁毒公益形象大使和
成立禁毒宣讲团，旨在充分运用社会
知名人士的强大影响力和带动力，团
结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关心、支持、参
与禁毒事业，普及禁毒常识，弘扬社
会正能量，引导公众树立阳光健康的
生活方式，增强群众识毒、拒毒、防毒
意识，持续推动禁毒工作不断取得新
成效。③3

本报讯（记者 逯彦萃）6 月 24
日，记者从郑州商品交易所获悉，在

“2019 中国国际棉花会议”上，中国
棉花协会和郑州商品交易所共同发
布了《棉花期货服务棉花产业高质量
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据了解，今年是棉花期货上市15
周年，《白皮书》的发布旨在回顾棉花
期货发展历程，展示期货市场服务棉
花产业健康发展成果。2001年，我国
棉花流通体系放活，价格波动加大，风
险管理需求萌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郑州商品交易所于 2004年 6月 1日
推出棉花期货交易，顺应了棉花市场
发展。棉花期货的发展改变了传统贸
易模式，棉花企业利用期货市场套期
保值、寻求更多获利空间，对提升行业
的规模和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白皮书》显示，棉花期货上市15

年来，为棉花产业稳定健康发展作出
了积极贡献。一是期货市场功能持续
发挥。2004年以来，棉花期货日均成
交和持仓量分别达到 14.4 万手和
15.3万手，累计生成仓单385万吨，累
计交割棉花 156.4 万吨，期现价格相
关性在 0.95以上。二是探索新型补
贴方式。2016 年以来，共开展棉花

“保险+期货”试点28个，交易所支持
资金2500万元，累计赔付2070.83万
元，为 4.12 万吨棉花生产保“价”护
航。三是丰富交易工具。上市棉纱期
货和棉花期权，推出综合业务平台及
仓单交易业务，丰富涉棉衍生品工具
体系。截至今年 6月，棉纱期货日均
成交和持仓分别达到 4.5 万手和 1.8
万手，初步实现了活跃；棉花期权累计
成交 109.7 万手，累计成交金额 30.8
亿元，日均持仓量达到5.2万手。③9

中棉协联合郑商所发布《白皮书》

棉花期权累计成交30.8亿元

我省首次地方立法论坛在鹤壁举办

共同推进郑州航空枢纽建设

我省举办国际禁毒日宣传活动

全国残疾人脱贫先进事迹报告会在郑举行

产粮大市的“土地经”

走出山村 走向市场

6月 21日，
扶沟县种粮大户
把新麦晾晒后
聚拢入库。⑨6
谷志方 摄

6月 23日，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申河村申家大院内荷花盛开，美景如画。近
年来，当地政府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通过生态修复、水系治理、景观提升、古村
落环境整治等措施，已形成申家大院、毛家湾等一批景观示范区，带动了当地乡村
经济的发展。⑨6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好酒也怕巷子深’，贫困
地区要主动对接市场需
求开展营销活动，采取多
种方式加大展销力度，打
通优质特色粮油产品销售
‘最后一公里’。

荷秀
村如

美
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