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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全域旅游建设步入快车道
□本报记者 朱天玉

11月 10日，在西峡恐龙园景区大
门口，来自西安的研学旅游团队有序
进入景区参观游览，该团队在参观完
恐龙园景区后，还深入该县五里桥镇
白庙景区，体验丰富多彩的农耕文化，
晚上住宿太平镇鱼库民俗村，醉赏田
园风光。西峡，良好的山水生态、悠久
的恐龙文化、多彩的田园风光，构成了
一幅美妙的全域旅游画卷，吸引着全
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近年来，西峡以全域旅游的战略
实施开启了旅游发展的全新篇章。今
年 1至 9月接待游客 725万人次，综合
收入 38.1 亿元，同比增长均在 15%以
上，老界岭和老君洞先后成功创建省
级旅游度假区，目前，老界岭景区正在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目前，全县已建成以名园、名山、名
漂“三名”为代表的特色景区17个，其中

国家 5A 级景区 2个、4A 级景区 4个、
3A级景区 4个，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
区、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国家森林公园
各 1个。同时，还拥有中国乡村旅游模
范村2个，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1个，河
南省乡村旅游示范镇1个，河南省乡村
旅游特色村6个，南阳市乡村旅游示范
村4个，实现了由粗放低效旅游向精细
高效旅游转变。全域旅游带来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为高质量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

依托山水、乡村、田园等景观类型
多样，通过文化主题塑造、服务设施完
善、交通环境治理、景观品质提升、安
全 整 治 等 方 式 打 造 G208—G345—
G312“黄金自驾环线”，兼顾通畅交通
和维护景观质量的同时，有效联通各
景区景点和特色旅游乡村，打造全域
线路。

加快“老界岭”山地养生度假区、
“恐龙山乡”文化创意体验区、“景醉重
阳”生态田园休闲区建设。以老界岭
国家旅游度假区和龙潭沟-老君洞 5A
级景区创建为抓手，对北部山区重点
景区和旅游乡镇进行全面整合提升，
打造集景区、特色小镇、旅游村落、风
情民宿、养老基地等于一体的山地养
生度假片区。以“恐龙遗迹园”为核
心，以文化创意为灵魂，打造集地质科
普、文化体验、创意农业、文创展示、文

旅融合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体验
区；综合利用本区域猕猴桃生态农业、
香菇种植产业和优美的山水田园风
光，以“重阳文化”深度开发为核心，打
造集田园度假、农业休闲、文化体验、
健康食品生产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田
园休闲片区。

连续三年在老界岭成功举办中国
（西峡）山地避暑旅游高峰研讨会，老
界岭被中国旅游研究院和中国气象公
共服务中心授予“中国山地避暑旅游
观测点”，全国11家知名景区在老界岭
联合发起成立中国山地避暑旅游联
盟，今年在老君洞举办的全国群众登
山暨河南省“三山同登”健身大会、
2019 中国西峡·伏牛山国际越野赛、
2019中国·西峡欧美国际职业篮球赛
暨进景区活动，进一步打响了西峡县
全域旅游品牌。

西峡，正以昂扬的姿态阔步前行，描
绘着全域旅游发展的精彩华章！

11 月 7日，对开封清明上河园
景区来说，意义非凡。截至当日，
《大宋·东京梦华》2019年收入已突
破1亿元，再创历史新高。该实景演
出正式进入中国旅游演艺“亿元俱
乐部”。

《大宋·东京梦华》由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清明上河园斥巨资打
造，整场演出是由八阙经典宋词和
一幅《清明上河图》串联的画面，运
用科技手段制造出梦幻的效果，把
人们的记忆带回 1000多年前的宋
朝。这台旅游创意产品近年成为游
客来开封的必看演出，被誉为河南

旅游演出的“金字招牌”、中国文化
旅游实景演出的典范之作，在今年
3月份于北京召开的第八届中国旅
游投资艾蒂亚奖颁奖典礼中，荣获
“2018年度中国最佳旅游演艺项目
奖”。

（范成凯）

□本报记者 张莉娜

醉美泸州，酒香氤氲。11 月 4
日—7日，由四川省泸州市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川南网承办的“坐
着飞机去‘醉美’泸州”泸州机场通航
城市媒体酒城旅游采风活动(第一批)
如期而至。包括本报记者在内的全国
30多家媒体记者相约“中国酒城”，品
味这座魅力独具的酿造幸福的城市。

据悉，泸州云龙机场自去年 9月
份正式通航以来，已开通至北京、石家
庄、三亚、郑州、兰州、西安、深圳、昆明
等 30多个国内城市的航线。条条航
线为泸州插上了奋飞的翅膀，使长江
文化、白酒文化、红色旅游、生态旅游
这四大泸州旅游名片声名远播。

“纳里”很美 “溪望”你来

采风团首站来到了纳溪区。
在泸州护国战争纪念馆，斑驳的

青石板路、古朴的陶家大院与院内玉
栏朱楯、石刻浮雕等相映成趣；护国战
争主展厅、棉花坡战役展厅、中华儿女
支援护国战争展厅等，以珍贵的历史
文物见证了铁血护国的峥嵘岁月。

记者步入花田酒地，万亩花海群
芳竞艳；在龙洄酒庄斟满酒，品一口，
香醇甘洌令人回味悠长。“西蜀玉珠”
凤凰湖、坝上桃花坞别有风情。大家
纷纷惊叹：“纳里”很美，“溪望”你来。

边城叙永 画稿溪美

四川盆地南缘的叙永县古朴自然、
如诗如画。画稿溪漫山云雾氤氲，如
若仙境，12万株桫椤树安静地守候着
最美的生态。西溪村处画稿溪腹地，
是四川省首批旅游扶贫示范村，这里
正在打造游林间栈道、赏溪谷瀑布、观
云海日出、览自然风光、吸负氧空气、
品山野珍品、享农家风情七大特色产
品，推动乡村旅游健康发展。

记者没想到，“鸡鸣三省”处修建
的春秋祠如此气派，其木雕、石雕工艺
精妙绝伦，“百鸟窗”上百只喜鹊灵动，

“叙永八景”浮雕精美得无可挑剔。

纯美古蔺 酒香氤氲

“生在赤水河，长在天宝峰，养
在陶坛库，藏在天宝洞。”风过泸州
飘酒香，因循酱香白酒古法工艺精
髓而打造的郎酒庄园让人大开眼
界。金樽堡内直立万只陶坛，千忆
回香谷 71个巨罐绵亘蜿蜒，十里香
广场万瓮成山……坐下来品调老
酒，私享时间沉淀的味道，或进入古
郎洞，看大自然的滴水之功塑造的
溶洞奇观，岂不快哉？

又临太平古镇，经典战役四渡赤
水的神来之笔为这片土地增添了传
奇色彩。立于江畔，《长征组歌》中那
句“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
兵”响在耳畔。

泸州老窖 回味悠长

“来到苗乡先品酒，你喜欢也要
喝，不喜欢也要喝……”记者一行走
进古蔺大黑洞景区，苗乡妹子唱着酒
歌，向游客倒出一曲“高山流水”酒。

不喝酒，就不算到苗寨。不到国
宝窖池、不品泸州老窖，就不算到泸
州。在泸州老窖旅游区，游酒史浮雕
图、1573纯手工酿制现场，品一口正
宗 60°原酱酒，酒不醉人人自醉。
此外，张坝桂圆林公园的十里绿色长
廊让人心情舒畅，麻辣鸡、黑豆花、猪
儿粑等泸州美食叫人欲罢不能……

4天的行程，一个别样的中国酒
城、一个诗意的醉美泸州扑面而来。
记者们纷纷表示，“到泸州，不虚此行。”

主办方负责人表示，本次采风活
动多角度展示了泸州文化旅游形象，
多条航线直抵泸州，将吸引越来越多
的游客来品味“中国酒城”之美。

大型旅游团畅游鸡冠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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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廉政文化送到群众家门口

日前，由项城市文广旅游局组织的“欢
乐中原·出彩项城”广场文化活动在驸马沟
廉政文化广场准时开演，活动现场，歌曲、舞
蹈、小品表演等节目连番上演，一个个与党
风廉政建设、忠孝礼义文明相关的节目赢得
了观众阵阵掌声，接地气的演出和节目引起
了现场观众的共鸣。近年来，该局先后组织
人员不断挖掘廉政文化资源，围绕廉政主题
就近就地取材，先后创作编排了《铁面红颜》
《拉选票》等十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廉政文
艺节目。在全市21个镇办坚持开展“送廉政
文艺下乡”巡演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
丰盛的廉政文化大餐，将廉洁思想宣传贯彻
到基层。截至目前，该市共组织各类文艺小
分队进农村演出150多场次，受益观众近10
万余人次。在为干部群众上演一场场廉政
文化视觉盛宴的同时，以润物无声、潜移默
化的方式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 （王威）

今年来，项城市丁集镇狠抓责任落实、强化反腐倡
廉教育、加快干部作风转变，加大问责力度，扎实推进党
风廉政建设。一是按照党政齐抓共管、基层部门各负其
责、依靠群众支持参与的原则，将反腐倡廉工作分解落实
到每个人员，实行台账式管理。二是深入开展廉政教育，
坚持中心组集体学习和党员干部集中学习例会制，开展
上一堂廉政党课、选一句廉政格言等活动，引导党员干部

增强“抵抗力”、提高“免疫力”。三是强化信访办理力度，
采取领导包片，责任到人的办法，及时解决查办案件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做到有访必接、有难必解，今年以来，共
接待群众来信来访18件，并全部办结，有效化解了社会
矛盾。四是以狠抓干部作风转变为着力点，组织全体干
部职工深入一线，开展送政策、送项目、送服务等活动，有
效密切了干群关系。 （刘卫卫）

日前，郑州市航空港区清河办事处开展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专家授课活动，特邀省委讲师
团副团长郭兵为大家讲课，该办事处全体班子成员、全
体机关干部和各村党支部全体委员聆听了讲课。郭兵
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根本
任务、总体要求和各项目标，进行了通俗易懂、深入浅

出的全面讲解，使全体党员干部感受颇深、受益匪浅，
引起了党员干部的共鸣。大家纷纷表示，在今后的工
作中要主动增强守初心的自觉，努力争做忠诚、干净、
担当的党员干部，团结带领辖区群众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清
河而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利霞 段改玲）

近日，新乡原阳县陡门乡召开以案促改专项整治工
作动员暨警示教育大会，切实增强“以案促改”工作的政治
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推进标本兼治。一是撰写对
照检查剖析材料。对照典型案件，深刻剖析问题产生根
源，撰写对照检查剖析材料，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落实措
施及意见建议，做到原因分析不透彻不放过、风险点找不

准不放过。二是列出查摆剖析的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
案，建立整改台账；针对以案促改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确保整改不留死角和盲区。三是通过
案件剖析和问题查找，对现有制度进行一次全面清理、修
订、完善，同时对以案促改工作情况进行督导检查，不搞形
式主义，确保以案促改工作优质高效推进。 （李萍）

今年以来，孟津县大力推进贫困重
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目前已
为全县符合条件的565户残疾人家庭实
施了无障碍改造。据悉，该县残联在大
额资金使用上严格按照“三重一大”重
大事项报告制度进行备案，按照财经相
关规定进行项目评审、招标，并邀请县
纪委派驻政协纪检组全程参与，对资金
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改造过程中
始终坚持制度公开化原则，对改造家庭

进行公示，实施过程公开、公正、透明。
针对每户残疾人残疾情况和家庭环境，
一户一勘察进行方案设计，并征求残疾
人意见建议，个性化设计。指派专人负
责项目施工管理，尽量减少对残疾人家
庭正常生活的影响，真正让贫困重度残
疾人生活、出行“无障碍”，确保把好事
办好、实事办实，践行“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奋斗目
标。 （王桃红）

“早上出门的时候，纪委的同志来
我们这里用小喇叭说，咱们居委会上一
任干部因截留危房改造资金被查，真是
大快人心!看其他干部还敢不敢乱来！”
濮阳市华龙区大庆路街道办事处贾庄
居委会王某对家人提及此事，情绪显得
异常激动。这是该区以案促改曝光身
边人的一个“小招数”——每季度召开
新闻发布会，组建专人带着“喇叭”进村

入户，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开展以案说
纪，及时回应群众关切。“老百姓的钱，
一分也不能少;农危改补助金，一厘也
不能占。”华龙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将加大监督检查力度，着
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民生问
题，坚决查处损害群众利益的案件，用
实际行动和成效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田鹏）

多措并举 扎实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积极行动 开展主题教育专家授课活动

深化以案促改 推进标本兼治

严把廉政风险防控关 无障碍改造项目顺利实施

“小喇叭”进村入户 点名道姓以案说纪

在古蔺大黑洞景区，苗乡妹子为游客倒上“高山流水”酒 丁一 摄

秋风萧瑟，层林尽染。
白云之巅，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

晖,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崔胜杰）

《大宋·东京梦华》今年收入已破亿元

坐着飞机去“醉美”泸州

品味酿造幸福的城市

游客沉醉白云山

11 月 9日，2000 多名游客乘坐 30
多辆旅游大巴有序进入洛阳鸡冠洞景
区，赏秋天的美景、感受地质奇观的独
特魅力。

在鸡冠洞，造型奇特、精致美观的
景观，吸引众多游客拍照留影。游客们
走进溶洞，探秘地质奇观，感慨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游过溶洞,许多游客们争
相乘坐飞龙滑道、漫步幸福桥、玩高空
飞碟，乐享周末时光。 （许晋 孙国龙）

世界第九大奇迹，西峡恐龙遗迹园

旅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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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

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或相关义务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

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债权基准日：2019年8月28日（人民币：万元）

本公告如有漏登、错登，以实际债权凭证为准。

特此公告。

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2019年 11月 13日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

号

1

借款人

河南省新

瑞实业有

限公司

本金余额

19000.00

利息

7280.49

担保情况

保证人：丰光、张倩；

抵押：河南省新瑞实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新乡市健康路

153号阳光假日购物广场的部分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抵押，

房产面积为38863.56㎡，土地使用权面积13237.1㎡；

质押：河南省新瑞实业有限公司对名下新乡市健康路153

号阳光假日购物广场的部分房产出租产生的应收账款，租

期：2014年 2月 19日至 2024年 2月 19日。

尊敬的中建·森林上郡4号地块业主：
中建·森林上郡 4号地块项目

将于 11 月 20 日开始进行集中交
付，请各楼栋业主携带交房通知书
原件、商品房买卖合同原件、购房发
票或首付款收据原件、买受人及共
有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等资
料于 2019年 11月 20日至 2019年
11月 23日到中建·森林上郡4号地
块 8号楼一层商业办理交付手续，
详询0371—56789598。

特此公告！

郑州中建大观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11月 12日

交房公告

福
彩
之
声

客服电话：9618958
www.henanfucai.com

扶老 助残

济困 救孤

投注方式无限制，奖金翻倍送惊喜！上
周日，11月 10日，双色球 12亿元大派奖震撼
来袭，从双色球第 2019129 期开始，连派 20
期。本次派奖打破投注方式限定，不管采用
哪种方式投注，都有机会参与派奖，收获单注
最高奖金2000万元。

活动针对双色球一等奖和六等奖进行派
奖。一等奖派奖奖金分为特别奖和普惠奖，
分别派送 6 亿元和 1 亿元，而六等奖翻番奖
连派 5 亿元。单票金额 20 元及以上的彩票
中得一等奖和六等奖均有可能享受奖金翻番
的惊喜。

其中，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每期安排 3000
万元，对当期单票金额 20元及以上的一等奖
中奖彩票，按 1：1比例派送一等奖特别奖奖
金。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元时，单注一等奖最
高可中 1000 万元，当奖池资金高于 1 亿元
（含）时，单注一等奖最高可中 2000万元。若

当期不足以按照1:1比例派送奖金时，则按照
中奖注数均分当期一等奖特别奖奖金。

同时，派奖每期安排500万元设立一等奖
普惠奖，对当期单票金额低于 20元的一等奖
中奖彩票派送一等奖普惠奖奖金，由当期符
合派奖条件的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若
一等奖特别奖奖金、普惠奖奖金当期有结余
则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一期一等奖特别奖
奖金、普惠奖奖金合并派发。

此外，设立 5亿元的六等奖翻番奖，对当
期单票金额超过 20元（含）的六等奖中奖彩
票，按每注六等奖派送固定奖金 5元，直至六
等奖翻番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这次12亿元大派奖，是双色球第14次派
奖，也是历史最高的一次派奖。将为彩民带
来一场幸运盛宴，让大家在与大奖结缘的同
时，奉献爱心，收获快乐和惊喜，让每一个梦
想更有可能！ （张琛星）

奖金翻倍
双色球12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