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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10月 12日，洛阳市与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签署 5G新型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共同推动洛阳5G基础网络、中原大数据云计算
中心建设，推动洛阳 5G产业链加快成熟、打造 5G应用示
范城市，助力洛阳新型数字经济产业走在全省前列。

根据协议，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将结合洛阳特点和优势，
全面发力5G网络建设，持续加快5G行业应用深耕，率先达
到规模商用部署。在5G网络建设方面上，确保2019年 11
月底实现洛阳中心城区5G网络覆盖，到2020年底基本实现
洛阳市中心城区和重要功能区、县城连续5G网络全覆盖。

在 5G创新应用发展方面，将开展基于 5G的各类行业
场景应用探索和落地，构建5G跨行业融合创新生态，推动
洛阳5G产业链加快成熟，积极打造5G+智能制造、智慧交
通、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农业、智慧旅游等示范工程，
加速推动5G在洛阳更广范围、更多领域的应用，助推新型
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洛阳加快建设副中心、打造全
省增长极、建设国际化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杨剑宇表
示，中国移动河南公司将把洛阳作为重要战略布局基地，进
一步深化与洛阳的各项战略合作，不断加强在洛大数据、云
平台、5G基站等建设，为洛阳转型发展作出更大贡献。7

洛阳市与中国移动河南公司签署
5G战略合作协议

打造5G应用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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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书记县长当导游 带你河洛大地走
洛阳市洛阳市1818个县个县（（市市））区党政一把手变身金牌区党政一把手变身金牌““导游导游”，”，各出高招各出高招，，晒文旅家底晒文旅家底，，引得网友纷纷点赞引得网友纷纷点赞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董晓跃

“‘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
城。’要想读懂洛阳历史，首先要看老城
（区）。”10月 14日，在深圳工作的刘翠芳，
把短片链接分享在微信朋友圈后，引来很
多外地同学的艳羡，“连我自己都被家乡的
美景打动了，县委书记亲自代言，有创意。”

9月 12日起，这场由洛阳市委主要领
导点题、宣传部重点策划的大型文化旅游
竞演节目《晒文旅家底 游河洛大地》正式
上线，该市各县（市、区）党政领导轮番上
阵，他们纷纷换下正装，穿上便装，瞬间变
身金牌导游：走街串巷讲故事，和群众唠
嗑，给游客拍照，有的甚至还穿上大厨的
衣服，给游客做起本地特色菜……

这些“书记导游”们的精彩讲解，被制
作成文图、图集、视频等形式，在微信、微
博、今日头条和抖音等全媒体平台一亮
相就迅速引爆网络，产生了现象级的传
播。全国网友纷纷对洛阳这种县区党政
领导当导游晒文旅家底的全新形式和全
媒体传播手段点赞，更有专家将其评价
为助力洛阳文旅融合传播的有益探索与
实践。

“书记晒文旅”各出奇招

不同于寻常文旅形象宣传片，《晒文旅
家底 游河洛大地》重头版块“书记晒文旅”，
10分钟的短片，如何当好金牌“导游”、晒自
家宝贝？各地书记们可谓是动足了脑筋。

在首期节目中，以孟津推介者、导游身
份第一次亮相的孟津县委书记杨劭春，变
身大厨，为游客烹饪了一道极具孟津特色
的红烧黄河大鲤鱼。不仅如此，他还推介
了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特殊身份”的铁谢
羊肉汤、横水卤肉、平乐脯肉等孟津“四大
硬菜”，将畅享文化和大快朵颐有机连接。

“酒祖圣地、山水汝阳”，汝阳县委书
记潘峰带领游客共同领略“醉美汝阳”的
奇山秀水和灿烂文明，品杜康、赏杜鹃。

栾川，因传说远古时期鸾鸟群栖于此
而得名。县委书记董炳麓带领游客走进绿
色森林，领略一步一景的奇观；登上国家
5A 级景区老君山，欣赏壮丽的云海和日
出；信步美丽乡村、随心而行，随意而停。
外地游客慨叹，这里处处都是梦里老家。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用一首《山水田
园》唱出了“秀美洛宁”的丰饶：“金珠沙
梨”、三彩艺、竹编、麦秸画，亢洼粉条、蒲
公英茶、高锶富硒矿泉水、德青源鸡蛋、洛
宁酸牛肉和粉蒸肉。

美丽大方的宜阳县委书记安颖芳一出
场，便赢得阵阵掌声，伴随着她的热情推介，
韩城王殿子烧鸡、后庄卤肉、鲜美甘甜的花

茶、上观水蜜桃，也在观众心里“种草”。
汉函谷关、千唐志斋、青要山，黄河澄

泥砚、黄河奇石、新安窑和新安紫砂……
新安县委书记宗国明不仅展示了新安的
奇山秀水，也捧出了新安的物华天宝。

洛龙区推介现场，区长张玉杰热情地
拉着穿越而来的“狄仁杰”，向这位大唐名
探介绍定鼎门、关林庙、白马寺、洛阳博物
馆、隋唐洛阳城国家历史文化公园、开元
湖，在洛阳规划馆里对着沙盘谈古说今。

“自由县衙”留个影儿，“兴隆老街”
喝口汤。“鹤鸣九皋、问鼎中原、程门立雪，
这些成语你或许熟悉，但是不来伊川，你
无法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魅
力。”伊川县委书记李新红发出诚挚邀请，

“来圣贤之乡伊川，与圣贤约会。”
…………

一把手代言 网友点赞

“县委书记和县区长们放下案头的文
件和公务，走进乡间田园，与老百姓拉家
常拍美照品美食，向外界展示了新形象，
增进了党委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洛阳市
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县区书
记当“导游”推介文旅精品活动，不
仅是一次洛阳媒体融合发展的
创新实践，更是对洛阳市
各县区文旅发展
成 绩 的 一 次

“考试”。县
区 书 记 们 亲

上考场，信心满满地对电视观众、外地游
客交出了答卷，让“徜徉河洛大地、品味诗
意文旅”的意境跃然于大小荧屏之上。

“优质的内容以视频、文字、图片、现
场互动等形式，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
体和微博、微信及抖音等新媒体平台融合
传播，生动鲜活又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展
示了洛宁的山水自然、历史人文、美味佳
肴、发展成就，群众参与感强、感受深切。”
洛宁县委书记张献宇说。

宜阳县委书记安颖芳说：“相关视频播
出后，我们的微信平台一天内点击量就已
突破十万，受到了众多干部群众的点赞和
转发，直接为我县带来了十一长假的高客
流量。”

党政领导精彩发挥，讲故事特色鲜
明，全媒体融合推广，让本次文旅推介活
动产生了现象级的传播效果。据了解，目
前洛阳市18个县（市、区）已全部完成文旅
竞演，相关报道除了通过电视首播外，还
在各大新媒体平台推出，阅读量已达数千
万人次，受到广大网友的认可和点赞。

看到家乡的推介后，很多本地网友通
过跟帖评论的方式，做起家乡的义务宣传
员。“贴近民生、接地气，为大美偃师点赞，
借着二里头博物馆的东风，大力发展偃师
文旅产业”；“希望借着这次活动契机，深
耕细作，努力打造文旅深度融合精品项
目”；“一把手抓文旅，通过当导游的方式，
把自己定位为这方水土中的一员，形式新
颖、接地气、很时尚”。

“洛阳文旅资源得天独厚，每个区县
都有独特的文化元素，一把手进行宣传推
介传播，体现政府对文旅的高度重视。同
时，也可以调动基层的积极性，督促各个
区县跟上全洛阳文旅发展的步伐。”洛阳
师范学院社会学者安锋说。

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下一步，将借助这次“晒文旅家
底、游河洛大地”活动深入推进文旅融合，
在“融”字上下功夫，大力培育文创新业
态、消费新亮点，加快推动洛阳文化旅游
融合闯新路走在前，打造“古今辉映、诗和
远方”的历史文化名城。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
员 周亚伟）华灯初上，隋唐洛阳城应天门
遗址博物馆灯火辉煌，壮丽的3D激光投
影秀，展现了洛阳千年历史印记。国庆假
期，这里吸引15万人次前来观看。

这只是洛阳文旅融合发展的一个
缩影。近年，洛阳市顺应文旅融合发展
趋势和消费热点，进一步加大文化惠

民、旅游利民措施的深度和力度，降低
景区门票，提高服务质量，推动文化旅
游由“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转变、

“门票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变、“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发展，助推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建设。7 图为“武则天”
率群臣巡游隋唐洛阳城应天门遗址博
物馆 王培团 摄

□洛阳观察记者 田宜龙 王雪娜
本报通讯员 周亚伟

东方红农耕博物馆、八路军驻洛阳办
事处纪念馆等红色旅游景区游客摩肩接
踵，隋唐洛阳城九洲池景点、应天门遗址博
物馆等新晋“网红打卡地”人头攒动，“河洛
书苑”城市书房一座难求、书香四溢……

今年国庆假期，洛阳市文化旅游市场
持续火爆，文化旅游消费红火，文旅融合
产品备受追捧，红色旅游、博物馆游、山水
游、乡村游、研学游等备受青睐。

据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的
数据，10月 1日至 7日，洛阳市景区共接
待游客 687.53 万人次，同比增长 9.42%；
旅 游 总 收 入 59.7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2.09%。洛阳市各级公共图书馆、“河洛

书苑”城市书房组织开
展各类活动 317

场次，接待读者31.17万余人次。

传承红色精神 国庆旅游亮点频频

国庆假期期间，主打红色文化游的嵩
县天池山景区红旗飘飘，吸引了许多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景区内，随处可见游客
重温入党誓词、放声高歌祝福祖国。“带着
孩子到天池山景区，既欣赏了山水奇观，又
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许昌游客王先生赞
不绝口。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洛阳市各
景区精心布置，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国庆节日
氛围。老君山景区精心制作了960平方米
巨幅国旗，为祖国祝福；重渡沟景区组织开
展了国旗传递登山比赛，秋游登高与爱国氛
围结合融洽；龙潭大峡谷景区发起“我和国
旗合个影”活动，游客纷纷合影留念；倒盏村
举行歌赞祖国活动，游客用歌舞尽情抒发爱
国之情，歌唱美好新时代。国庆当天，洛阳

市各旅游企业纷纷播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70周年大会盛况，让广大游客共同
见证这一振奋人心的历史时刻。

据统计，今年国庆假期，洛阳市历史文
化景区也都游客爆满。龙门石窟、白马寺、
洛邑古城等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龙门石
窟假期总接待量达28.35万人次，洛邑古城
单日最大接待量突破5万人次。同时，各生
态休闲景区接待量稳中有增，老君山、白云
山、龙潭大峡谷、鸡冠洞等景区游人如织。

多重惠民礼包 全面激活消费潜能

近年来，洛阳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推出了一系
列文旅惠民政策，不断推动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
待。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各景区纷纷推出
惠民活动，为市民和游客送上了大礼包。

王城公园举办第十二届王城金秋菊

展，造型菊、多头菊、国庆菊等约360个品
种近 5万盆菊花扮靓公园，免费向市民和
游客开放，假期共接待市民和游客25.8万
人次。

栾川县老君山景区推出“一元午餐”活
动引来多方点赞，游客花1元，可以品尝到素
面条、发糕、蒸红薯、蒸芋头等当地特色食品。

龙潭大峡谷景区，名为“建国”“爱国”
“国庆”的游客可以免门票游景区；黛眉山
景区，整个 10月份洛阳市民可以凭身份
证免门票游景区……

此外，国庆假期期间，洛阳市各级公
共图书馆、“河洛书苑”城市书房组织开展
各类活动 317场次，接待读者 31.17 万余
人次；各级文化馆组织文化惠民活动 142
场次，惠及群众3.2万余人次。

时间有限，回味无穷。越来越多的洛
阳市民和外地游客在国庆假期中，收获了
幸福满满的“洛阳记忆”。7

本报讯（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通讯员 李东慧）近日，
古都洛阳城市建设传来喜讯：作为中心城区首条南北向主
干快速大动脉，王城大道快速路南北主线贯通，实现通车。

王城大道快速路建设工程纵贯洛阳中心城区南北，全
长19.5公里，跨越陇海铁路与洛河，快速连接洛北、洛龙两
大板块，对接洛阳机场、洛阳龙门站综合交通枢纽等城市枢
纽，中心城区“十字+外环”主干快速路网初具规模，对改善
洛阳中心城区南北向交通具有重要意义。

据洛阳市住建局负责人介绍，王城大道快速路南北主
线通车后，从北环路与王城大道快速路交叉口驶入下穿隧
道，一路向南跨陇海立交桥、纱厂路互通立交、九都路互通
立交、王城大桥、隋唐园立交、李屯立交桥，全程无红绿灯，
可直达南环路，用时不到 20分钟。此前，同样的距离则要
花费1个小时以上。

按照“打好四张牌”要求，洛阳市委、市政府把王城大道
快速路列为“十三五”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加以推进。
2017年 5月，通过全国公开招标，洛阳市组建了高规格的
王城大道快速路规划方案编制单位。设计方案共征集社会
各界近400条有效意见，在参照意见优化设计的同时，又邀
请北京、深圳、武汉等地的专家，再次对方案进行优化提升。

“王城大道快速路串联辐射了北环路、中州路、九都路、
古城快速路、开元大道、伊洛路、南环路等多条东西向主干
道，大幅提升了中心城区通行效率。可以说，大道纵贯飞虹
起，昔日瓶颈变通途。”该负责人说。7

□洛阳观察记者 王雪娜

“游客大老远过来，大多是奔着自然风光和农家野味，
乡村旅游让我们在家门口脱贫致富。”10月 10日，位于汝
阳县付店镇牌路村的西泰山风情小镇商户王占强告诉记
者，农家乐忙时“预约不上”，农家餐馆一日三餐爆满，民宿
旅馆一床难求，周边群众守着景区赚得盆满钵满。

白天登山赏景，晚上篝火晚会，红枫替换漫山杜鹃，秋
季的西泰山吸引了全国游客纷纷“打卡”。西泰山脚下，是
豫西民居组成的风情小镇。旅游旺季，村民殷勤接待着南
来北往的游客。

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前，西泰山还是“养在深闺人未
识”，村民大都以上山采药为生，居住散乱、生活多贫困。
2009年，政府开始对牌路村实施扶贫搬迁，2012年，河南
西泰山景区接过“扶贫”接力棒，将景区开发与牌路村脱贫
结合，规划田园风情小镇。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村民们有
的办起农家乐、开家庭宾馆、出售农副土特产品，有的成了
景区员工……村民家庭年均收入从四年前的不足 4000元
增长到60000元有余。

“西泰山和村民是共生共荣的，这种‘造血式’扶 贫，比
‘输血式’扶贫有着更强的可持续性。”景区负责人说，发展
景区不能与民争利，我们就是要打造集循环农业、创意农
业、农事体验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旅游
资源，让村民充分参与和受益。7

崭新的书包、文具、铅笔，一份 2000 元的“奖学
金”……近日，洛宁县长水镇平峪村的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礼物。

送出这份礼物的是今年刚从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毕
业的田文博。据了解，3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田文博得知
平峪村有很多留守儿童。此后，他便默默开启了自己的助
学路。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所得，田文博先后资助3名大学
生。这次捐出的就是他今年暑假打工的全部收入。

“奖学金”获得者花开忆，今年参加高考被洛阳理工学院
录取，她告诉记者，有了这笔“奖学金”，再加上自己暑假打工
收入，“家里不用为凑不够学费犯愁了”。7 王雪娜 摄

国庆假期，洛阳市景区共接待游客687.53万人次，总收入59.71亿元

文旅融合助力国庆长假供需两旺

西泰山景美村民富

洛阳王城大道快速路
南北主线通车

古今辉映洛阳城
“诗和远方”醉游人

一份特殊的礼物

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
天堂景区 徐凯 摄

倒盏村羌族歌舞表演 代建春 摄 洛邑古城游人如织 石智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