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旅游│122019年 11月5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图说旅游

□吕桓宇

金菊盛开，满城芬芳；文旅盛会，群贤毕至。10
月 28日—29日，“2019年河南省旅游景区文旅融合
发展（清园）现场会”在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文
化产业示范基地——开封清明上河园举行。省文化
和旅游厅、开封市人民政府、各省辖市及省直管县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以及各大景区、旅游企业负
责人和文旅专家参加了本次现场会。

“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
10月 28日下午，参会嘉宾齐聚古都开封，大家

穿上宋装兴致勃勃地走进清明上河园进行现场观
摩，开启“我在宋朝的一天”体验游。大家先后观看
了“中华巨马”“岳飞枪挑小梁王”“宋廷梦乐”“宋代
民俗绝活”等演出；参观了指挥中心、梦回大宋体验
馆、木偶奇遇馆；走进了文房四宝博物馆、古灯博物
馆和《清明上河图》展馆、东坡书院。

与会嘉宾沐浴着金秋暖阳，漫步在迷人的虹桥
上，穿过古色古香的宋代街市，走过雄伟的上善门，

徜徉在充满浓郁宋风宋韵的清明上河园里。大家不
断地拍照、分享、赞叹；闻着菊香，品着宋韵，呼吸着
大宋的“文化空气”，仿佛一下子就穿越到《清明上河
图》千年画卷之中。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让人流连
忘返、心旷神怡，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自豪油然而
生。

晚上，大家乘船体验了清明上河园汴河上的《新
汴梁八景》，品鉴了如诗如画的《大宋·东京梦华》实
景演出,观赏了如梦如幻的《菊美人》，现场感受了清
明上河园文旅融合发展的无穷魅力。

文化是灵魂，旅游是载体，文化为旅游赋能。
2019年河南省旅游景区文旅融合发展现场会由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主持。
开封市人民政府市长高建军在现场会致辞中表

示，开封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
名城、生态宜居魅力古都”的发展定位，抢抓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郑州大都市区、郑汴港核
心引擎区、自贸区建设等诸多历史机遇，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繁荣和旅游发展实现了相互

促进、相得益彰。
现场会上，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王爽，宋城演艺总裁助理俞枫，乌镇古北
水镇总裁助理张晓峰，无锡德胜旅游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执行董事徐立新等国内文旅企业领军人，先后
进行了精彩的文旅融合发展经验介绍和分享。

王爽深刻地剖析了今年清明上河园文旅融合发
展新变化，在她看来，历史成就了开封，文化成就了
清园。在文旅融合发展的大背景、大趋势下，清明上
河园抢抓机遇，紧跟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步伐，通过活
化历史并不断创新文化的表现形式，不断推动着景
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文化高效能传播。

让传统文化之花，完美绽放、时尚表达、精彩呈
现。

姜继鼎在此次现场会上发表的结语中说：“我们
文旅人要紧扣时代脉搏，艰苦奋斗、开疆拓土，让河
南文旅融合灵动起来、鲜活起来、多彩起来，一起讲
好河南故事，共同绘就河南文旅业的新画卷、谱写河
南文旅人的新篇章！”

用创新思维谱写文旅融合新篇章
——2019年河南省旅游景区文旅融合发展现场会成功举行

10月 29日，三门峡市在西安北
站举办了“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
动车冠名首发仪式。

为了进一步发掘高铁旅游客源，
借助高铁广告带旺旅游市场，三门峡
市利用高铁冠名、高铁车厢内的广
播、宣传画等各类媒介，宣传“黄河三
门峡、美丽天鹅城”城市形象，希望借

助动车把三门峡旅游产品和旅游资
讯传递到沿线城市，并通过乘坐动车
的广大乘客，将三门峡旅游的美名传
遍全国，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品味三
门峡的美景、美食，观赏数以万计的
白天鹅，以及体验三门峡仰韶文化、
虢国文化、函谷关老子文化、地坑院
民俗文化。 （郭栓坡）

10月 31日、11月 1日晚，由中国国家话剧院
带来的话剧《特赦》在河南艺术中心上演，一场酣畅
淋漓的中国原创法庭大戏让到场观众连连称赞。
据悉，这也是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今年开展的
引进文化和旅游部“大地情深”精选剧目惠民演出。

据悉，该剧根据民国真实事件改编，讲述了
1935年天津发生的举世震惊的枪击案。一名叫施
剑翘的女子将杀父仇人孙传芳射杀于居士林佛堂，
随后散发传单宣布自首。围绕施剑翘杀人一案，辩
控双方在法庭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审理过程中反
转不断，高潮迭起，社会舆论与大众同情在其中也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让这场围绕义与理、情与
法之争的杀人案最终以民国政府特赦的方式结案。

在剧中饰演施剑翘的优秀演员江佳奇说，文化
惠民演出活动拉近了群众与艺术表演者之间的距
离，希望通过正能量的文艺表演引导人们思考社会
问题。

“文化惠民活动把国家级的艺术表演带到我们
身边，用优秀的艺术作品鼓舞人，把惠民利民落到
了实处。”不少观众对于文化惠民活动赞不绝口。

本次演出是郑州市“文化惠民演出”系列活动
带来的第七部剧目，也是《特赦》话剧首次走出北京
开始全国巡演。接下来，文化惠民演出还将推出中
国中央歌剧院音乐会、《刘三姐》、东方歌舞团《花开
东方》等经典节目。 （王昊宸 宋海潮）

以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为契机，郑州旅游职业
学院近日派出专家组赴新密调研旅
游产业扶贫，以学校专业优势助力新
密脱贫攻坚。

大家先后参观红色新密展览馆
和中原豫西抗日纪念园，并在该纪念
园举行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基地揭牌仪式。随后，该院专家组
来到新密市尖山镇和米村镇现场调
研当地旅游产业扶贫情况，以“产业

兴旺，人才先行”为主题，围绕加强当
地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助力旅游产业
扶贫等问题，与当地乡镇干部和乡村
旅游从业人员进行座谈交流，并与新
密市相关部门在加强校地交流促进
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强化学校教育在
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中的研究、深化教
育改革促进职业教育质量提升等方
面达成合作共识，为地方经济发展提
供人才支持与智力支撑，以实际行动
坚守初心、担当使命。 （刘亚东）

10月 29日，以“龙虎天下绝”为
主题的江西龙虎山景区旅游推介会
在郑州举办，来自省内的百余家旅行
社代表及众多主流媒体代表，被这一
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的秀美
奇观所陶醉。

据了解，国家5A级旅游景区龙虎
山山水风光秀丽，四季可游，被誉为道
教第一仙境。该景区位于鹰潭市郊西
南16公里处，规划面积320平方公里，
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开篇第一回重

墨描绘了龙虎山的神奇秀丽。道教文
化赋予了龙虎山独特的文化内涵，在
这里文化与山水相得益彰，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鹰潭也因此被称为“道都”。

与会代表希望以此次推介会为
契机，进一步增进郑州、鹰潭两地游
客互动，促进两地旅游发展。两地旅
游业界人士均表示，接下来，将进一
步加强旅游交流与合作，共同营造优
势互补、客源互送、市场共享的发展
态势，促进旅游业互利共荣。（王辉）

江西龙虎山邀约中原宾客

□朱天玉

“过去，俺这深山沟都见不着人。现在一到旅游
旺季，游客就跟赶大集似的。好日子越过越甜！”10
月 31日，内乡县七里坪乡大龙村村民陈新明开心地
擦拭着三星级农家乐招牌说道。

内乡县域北部多山，有宝天曼、云露山、二龙山、
宝天曼峡谷漂流4家4A级景区，旅游资源丰富，近年
来，内乡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助力百姓过上幸福生活。

“宝天曼一个旅游项目，就吸纳了葛条爬、万沟
等4个村 120多名乡亲就业。有了稳定的岗位，山区
群众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轻松就业、体面挣钱。每年
景区发放工资达 200多万元！”在宝天曼景区总经理
勾伟男看来，内乡乡村游的发展，让好风光带来好光
景，好生态打开了致富门。

在专家眼里，乡村是一块蕴含无限财富的宝藏，
是风景、是文化，能带动旅游等诸多方面发展。

围绕各类景区和特色生态农业，内乡打造的“品
牌景区+农家乐”“生态农业+观光采摘游”两种模式，
成为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好途径。“柴鸡蛋、野菊花
也能卖好价钱”“开好农家乐、餐馆，就有回头客”，贫
困户从络绎不绝的游客那里，从不断扩大的服务范
围中，找到了脱贫致富的信心。

北部山区依托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品牌景
区+农家乐”，对贫困群众开展免费技能培训；利用扶
贫小额贷款，贫困群众在景区承包游乐设施、经营土
特产店铺、办农家乐等，拓宽增收渠道。

在省级贫困村夏馆镇万沟村，靠旅游接待、经营
旅游商品等，每户年均收入达到 3 万元，解决就业
180人。其中贫困人员近百人，人均月收入在 2000
元以上。旅游扶贫让万沟村实现了整村脱贫。

万永军是夏馆镇葛条爬村的贫困户，父亲常年有
病，两个孩子都在上学，家庭经济拮据。而如今，他和
妻子都在景区上班，一年多了4万多元的收入。“生活

有奔头，咱就有干劲！”万永军对未来充满希望。
南部乡村立足丘陵、平原种植优势，积极发展“生

态农业+观光采摘游”，形成以赤眉镇“十万亩油桃”、
余关镇“十万亩核桃”、灌涨镇“休闲观光农业体验”、大
桥乡“万亩杨沟柑橘和千亩石榴”、岞曲镇“吴垭石头
村”等为代表的乡村生态农业观光采摘旅游品牌，推出
了“春赏花采茶，夏摘葡萄和桃，秋采柑橘贡菊，一年四
季古村游”的乡村旅游线路，为群众脱贫致富开辟了新
的路径，让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山。

赤眉镇油桃沟每年吸引游客 5万多人，沿途 6个
村庄300多户群众通过发展乡村旅游脱贫；灌涨镇围
绕葡萄园采摘观光游的从业人员达到 2000人以上，
户均年纯收入超过3万元。

目前，内乡全县已发展旅游重点村35个，从事旅
游农户近 300户，带动就业人口 3万多人，年人均增
收 1.5万元以上，乡村旅游产业拉动了群众脱贫致富
奔小康。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助力新密旅游扶贫

“黄河三门峡·美丽天鹅城”动车冠名首发

发展乡村游 助力奔小康

话剧《特赦》郑州上演
“情法之争”引人深思

10月 31日至 11月 1日，第十二
届AHF国际酒店及旅游业投资峰会
暨第六届 HAMA 中国酒店资产管
理年会在北京举办。本届峰会“亚洲
酒店大奖”颁奖盛典，共有40多个项
目奖项。其中，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及旗下银基冰雪酒店，分别荣获“年
度最佳旅游综合体项目”“年度最值
得期待新开业酒店”大奖。

作为亚洲酒店及文旅界最为知
名的高端论坛之一，本次活动被誉为

“亚洲酒旅达沃斯”。这项堪称“亚洲
酒店业奥斯卡”的大奖，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亚洲文旅及酒店行业的发
展趋势及风向。作为河南区域唯一
受邀的文旅综合体项目，银基国际旅
游度假区副总裁邓振杰先生参加峰
会开幕剪彩，并与行业专家共话“文
旅融合发展的使命、挑战与机遇”。

据悉，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是河
南 省 重 点 文 旅 项 目 ，规 划 总 占 地
22000亩，总投资 560亿元，2020年
将有两个重磅项目面世，除了本次斩
获大奖的银基冰雪酒店外，还有一处
以沉浸式动物主题体验和互动为特
色的银基动物王国。 (丹丹)

河南银基荣获亚洲酒旅界“奥斯卡”两项大奖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带上孩子，和萌宠零距离接触；携
手亲朋，与秋天浪漫邂逅。11月2日，
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金秋·亲子趣玩
文化节”拉开帷幕。省内外游客纷至
沓来，沉浸在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竹
海野生动物园，感受着以“‘林’接触·
深‘虎’戏”为主题的趣味亲子时光。

设下“虎”字宴 邀客免费尝

活动当日，在栾川竹海野生动物
园内，50多张四方餐桌巧妙摆放，拼成
一个长 33米、宽 19米的超大“虎”字
……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设下“虎”字
宴招待游客，吸引数以千计的游客免
费品尝，成为景区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据悉，“虎”字宴为当地的“特色
豆腐宴”。因为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
一直关爱动物成长，拒绝杀生，该宴席
的所有菜品均为素食，食材以栾川豆
腐为主料，搭配当地产的土豆、粉条、
木耳、香菇、蕨菜等烹制而成，让游客
品味到了原汁原味的“栾川味道”。

萌娃伴您行 “趣”玩乐翻天

老虎是怎么睡觉的？孔雀开屏是

要和人比美吗？当萌娃遇到了竹海野
生动物园，一段奇妙的旅程开始了。

走进金秋时节的竹海野生动物
园，满目红叶、一汪秋池使人流连忘
返。穿过湿地，邂逅非洲狮，远眺东
北虎，抵达黑熊的家园，探寻小熊猫
的萌态……精彩纷呈的动物王国，让
亲子游客收获了满满的科普知识。

据悉，该园区占地面积 6.6 平方
公里，现有东北虎 120 只，小熊猫、
非洲狮、黑熊、羊驼、孔雀、鸵鸟等各
种动物 35 种 3000 多只。该园区计
划通过五年时间投资 8.25 亿元，打
造集科普教育、旅游观光、亲子度
假、野生动物繁育救助于一体的综
合性旅游景区。

值得一提的是，该园区明年将引
进 2只大熊猫，打造中原地区野生动
物园和万亩竹海养生度假区。

亲子乐翻天 盛宴任您享
——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金秋·亲子趣玩文化节”精彩来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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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更好履行纪检监察工作职

责，近日，中牟县青年路街道组织
纪检监察干部参加了该县纪委监
委举办的办案业务知识培训班。
同时，该街道利用每周集中学习的
时间，由十余年工作经验的纪工委
书记带领全体纪检监察干部进行
相关业务和条例、法律法规等知识
的学习,探讨案件查办经验和技
巧，并将学习工作中的业务知识和

心得体会进行交流，取长补短，共
同提高。通过学习，街道纪检组成
员进一步熟悉掌握了案件调查审
查工作流程与规范，规范了对案件
和问题线索办理的审核把关，为提
高案件和问题线索办理质量奠定
良好基础。在今后工作中，该街道
纪工委将继续创新案件审查、调查
方式方法，推动查办案件的速度和
质量进一步提高。 （修小娟）

加强业务学习 提升办案质量

考察学习 提升司法所工作规范化水平
为进一步完善司法所管理体

制机制，全面提升司法所工作规范
化水平，近日，伊川县司法局党组
书记、局长马庆民组织班子成员、
中层骨干、部分司法所长及部分司
法所开展考察学习活动。考察结
束后，马庆民一行到伊川县城关、
水寨、彭婆等司法所就进一步加强
星级规范化司法所建设进行了再
安排再部署，并对今后的工作提出

了具体要求：一要在外观标识、所
容所貌上下功夫，从细节入手，规
范完善好档案资料，不断提升业务
水平，树好司法行政新形象。二要
积极协调，与乡镇党委政府做好汇
报，争取乡镇在星级规范化司法所
建设上的大力支持。三要对照先
进找差距，加快推进工作落实，有
力推进伊川司法行政工作高质量
发展。 （金哲）

新乡原阳县大宾镇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坚持从严从实,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将转作风
真正落到实处。一是认清岗位职责、纪律规定和工作要
求，进一步转变观念和作风。二是实践中找方法，多跑
基层、多到一线、多做具体工作，注重在工作中积累经验，
改进方式方法，提升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实现

作风建设与工作方法同步提升。三是把接受群众监督
放在首位，自觉遵守和执行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洁纪
律等，作风建设不走样、不变形，切实做到思想统一、行动
自觉。四是狠抓工作落实。转作风是起点，抓落实是终
点，把每件事做好做彻底，不半途而废，以实际工作成果
来检验工作作风是否转变到位。 （冯娜）

日前，长垣市人民检察院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第二次集中学习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党的政治
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传承红色基
因、牢记初心使命”。会议由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贾敏谦主
持，市委主题教育第五巡回指导组组长王大海出席。贾敏谦
围绕本次集中研讨主题以及工作实际，提出五点意见：一是提
高思想站位，认识政治建设重大意义；二是坚持从严治党，不
断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三是强化底线思维，把纪律和规矩挺在
前面；四是做到真抓实干，把纪律规矩要求落到实处；五是坚
守为民初心，继承忠诚担当红色基因。随后党组班子成员围
绕此次研讨主题依次进行了发言。最后，贾敏谦就今后进一
步开展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主题教育落到实
处强调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切实加强理论学习，坚持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水平；二是勇
于自我剖析检视，及时校准思想、行动上的偏差，不断实现自
我净化、自我提升、自我完善；三是扎实做好本职工作，将主题
教育与开展各项业务紧密结合起来，以检察工作的实际成效
践初心、担使命，推动新时代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田建勋）

不忘初心转作风 牢记使命抓落实

开展集中学习研讨会 把主题教育落到实处

为切实转变基层干部工作作风，新乡长垣市樊相镇
纪委紧紧围绕“正身、罚懒、治庸”六字方针，将触角延伸
到干部工作生活中，增强干部队伍素质，提高办事效率，
提升整体形象。反对四风“正身”。全面督查干部上班
时间干与工作无关的事、值班时间脱岗等行为。对顶风
违纪者一经发现，立即通报批评。健全制度“罚懒”。健

全完善规章制度，班子成员带头遵守执行，纪委定期对
机关干部工作纪律进行督查，坚持每月一通报、半年一
小结、年终兑奖惩。提升能力“治庸”。举办机关干部培
训等教育学习活动，提高基层干部的综合素质和为民服
务的能力，大力弘扬“说了就干、干就干好”的工作作风，
有效解决了“庸懒散乱”等问题。 （刘锦辉）

近日，郑州航空港实验区清河办事处纪工委举办第
39期“清河清风”廉政教育微讲堂。讲堂上，该办事处纪
工委书记为党员干部讲述了长征路上半条棉被的故事：
女红军到一老人家借宿，发现其家里连被子都没有，于
是临行把自己的被子剪掉一半送给了老人。一条棉被，
剪成两半，象征着共产党和人民群众不可分离的鱼水深

情，告诉广大党员干部要积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把人
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
民。据悉，该办事处依托“纪法课堂”“学习强国”等学习
平台，搭建了“廉政微讲堂”系列宣传平台，将反腐形势和
廉政文化进一步深入传播到党员干部中，营造出“人人
崇廉、人人倡廉”的良好社会风气。 （朱利霞）

“六字”方针强化作风建设

廉政微讲堂 传递“大能量”

由郑州市旅游协会出台的研学旅行基地（营地）
团体标准，作为河南首套研学旅行团体标准，日前被
河南省旅游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旅游业商会等社会
组织采信，正式面向全省推广并启动等级评价工作。

为强化对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的管理，提高研学
旅行基地(营地)的建设水平、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规
范研学旅行活动的开展，用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有
序化的理论体系，全面支撑和指导研学旅行基地（营
地）的建设、管理与服务工作，稳步开展研学旅行基地
（营地）质量等级评价工作，积极引导行业自律和有序
发展，经河南省旅游文化研究会和河南省旅游业商会、
河南省研学旅行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决定采信郑州市
旅游协会《研学旅行基地（营地）建设、管理与服务规

范》(ZZA/T-001)和《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等级评价
规范》(ZZA/T-002)两套团体标准，联合成立“研学旅
行基地（营地）质量等级评价委员会”，并决定自即日正
式启动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等级评价工作。

本着自愿、公平、公正的原则，凡开展研学旅行活
动满2年及以上的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符合以上发
布的两个团体标准相关要求的，按照“采用—宣贯—自
检—申报—课程评估—实地评价—公示—审批—授
牌”的程序，均可申请开展等级评价。

依据标准规定，研学旅行基地（营地）由低到高
共 分 四 个 等 级 ，依 次 为 A 级、AA 级、AAA 级、
AAAA级，以1000分为总分基数进行等级评价。

（刘洋 杨志威）

研学旅行基地团体标准全省推广
等级评价工作全面启动

旅游现场

秋 到 芒 砀，
白霜所过便是万
山红遍。苍劲的
峰峦色彩斑斓，红
的猩红、黄的金
黄、绿的翠绿。原
野一望无际，连空
气都变得洁净通
透。

（杨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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