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关注 新闻速递

旅游│122019年 11月20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 ●● ●●

“老家河南”惊艳亮相国际旅交会

信 息 专 栏
欢迎投稿：0371-55623361 邮箱：hnrbxxzl@126.com

为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促
进医疗卫生健康发展，日前，项城市第
二人民医院根据《项城市卫健委关于印
发深入推进全市医药购销领域不正之
风专项治理实施方案的通知》，专门召
开了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医药购销领域
不正之风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全体班子
成员、中层领导、相关职能科室人员参
加了此次会议。会上，该院党总支部副
书记杨辉宣读了《项城市第二人民医院

关于深入推进全市医药购销领域不正
之风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党总支部书
记马培勇讲述了此次专项治理工作的
意义，要求各支部、各科室认真抓好落
实，认真查处问题，认真整改。并提出
了三点具体要求：一是加强领导，形成
合力；二是加强宣传，时刻警醒；三是自
查整改，务求实效。要求各相关职能科
室找出问题，建立整改台账，及时落实，
确保取得实效。 （王全良）

近日，许昌建安区一高教育集团以
联合大讲堂的形式，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与党风廉政建设纪律教
育紧密结合，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饱
满的精神状态将主题教育推向高潮。
建安区一高教育集团全体 130余名党
员参加了此次学习教育。大讲堂以上
级通报的典型案件为反面教材，结合
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系统梳
理、深入剖析、立行立改、建章立制，教

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忠诚干净担
当的政治品格。此次学习教育取得了
良好的警示教育效果，再次深化了“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用“典
型案例”，形象说“纪”，提醒党员干部
要以案为鉴，时刻绷紧党风廉政这根
弦，强化了全体党员知敬畏、存戒惧、
守底线的纪律意识，为建安区一高教
育集团营造了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
好环境。 （韩德安）

近日，巩义市站街镇结合“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组织机关全体
党员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暨以案促改
警示教育会。首先，由巩义市牛丙午党
代表工作室宣讲了中国好人、河南省十
大法治人物、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牛丙
午同志退休 25年来，以满腔为民的热
情，奋战在人民调解工作一线的先进事
迹。该镇党委号召全体机关干部要深

入学习牛丙午的“老牛精神”，时刻牢记
党员身份，践行群众路线。同时，要以
反面典型为戒，切实把廉政准则和党章
党规刻在心上，筑牢反腐倡廉、拒腐防
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养成洁身自好和谨
言慎行的生活作风。最后，该镇机关全
体党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使全体党员
干部接受了一次思想和灵魂的洗礼，受
到了深刻的警示教育。 （程梦菲）

开展专项治理 加强医疗卫生行业作风建设

深化主题教育 从严从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加强警示教育 召开先进事迹报告会

多措并举提升村级纪检工作实效
洛宁县纪委监委以培训教育为抓

手、以定期述职为平台、以督导检查为
助力，多措并举提升村级纪检工作实
效。一是自下而上发现问题。每月召
开村级纪检委员会议，收集上报存在
问题，县纪委监委通过“三级会商”制
度对问题分析研判、分类处置。二是
从上而下解决问题。通过召开座谈
会、查看资料等形式深入各乡镇开展

调研，以调研代替检查，帮助基层纪检
人员解决问题。三是上下联动统筹协
调。通过上下联动着力提升村级纪检
委员履责能力，“织紧”基层监督网，解
决“神经末梢”传导问题。四是左右对
照总结经验。分类汇总各乡镇纪检工
作情况，挖掘先进经验，带动全县村级
监督工作顺利高效开展，不断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杨英英）

加强机关干部作风整顿
近日，新乡长垣市武丘乡纪委对机

关干部出勤情况以及二级机构在岗在
位、上班时间是否有串岗、玩手机、打游
戏等现象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发现问题
在大会上进行通报，对考勤制度和工作
纪律再次作出强调：一是全体机关干部
要严格执行上下班制度并按照机关考
勤制度进行请销假，每月月初会通报上
一月出勤情况，对迟到、早退的工作人

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处理。二是
严肃工作纪律。对上班时间玩游戏、上
网聊天、无故不请假外出、吃零食、打瞌
睡等与工作无关的违纪行为，要令行禁
止。三是提升工作能力，提高服务意
识。全体工作人员要在做好各自工作
的同时积极利用集中学习时间和自由
学习时间提升工作业务能力，从而更好
的为人民服务。 （张远 王晓丹）

以政治学习滋养队伍素质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中，新乡县纪委监委通过政治学习和党
性锻炼活动将政治意识、政治纪律、政
治规矩植入纪检监察干部心中。带着
问题学。以学习滋养初心、以理论引领
使命，组织党员干部带着责任学、带着
问题学。多种方式学。邀请专家作专
题讲座，通过集中学习、交流研讨、个人
自学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教育。学先

进示范引领。开展组织生活会和主题
党日活动，县纪委监委班子成员以纪律
建设、弘扬革命精神等为主题讲党课，
组织观看张富清先进事迹专题片及爱
国影片，增强使命，履职担当。强警示
以案促改。组织召开全县深化以案促
改警示教育大会，观看警示教育片，编
印案例汇编，通报典型案例，以案促改，
增强效果。 （朱学民）

图说旅游

□本报记者 刘春香

特色演艺、特色民宿、非遗文创等
文化和旅游资源，刚柔并济的太极和少
林功夫、惊险刺激的杂技表演……11
月 15日，2019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在
昆明开幕，“老家河南”再次惊艳圈
粉。

在展区，河南文旅展台整体以河南
传统民居院落为设计造型，青砖灰瓦、
飞檐斗拱，结合高清 LED 大屏和现代

声光电效果，突出了时尚、清新、温馨的
老家印象。展台在展示古都文化、中原
山水、黄河文明等精品线路时，采用“人
在场景中”的全新设计形式，增强了游
客体验的代入感。

其中，展区重点展示了河南省特
色演艺、特色民宿、非遗文创等文化和
旅游资源，再加上刚柔并济的太极和少
林功夫、惊险刺激的杂技表演，吸引了
国内外参展客商的驻足关注。

此外，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在交易

会现场举行了“豫见中国·老家河南”
文化旅游推介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厅长姜继鼎在推介时表示，河南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人文资源，少
林、太极等中国功夫世界闻名，伏牛山、
大别山、太行山旅游资源星罗棋布，欢
迎国内外游客到河南游山水、品文化、
学功夫。

推介会推出了“功夫体验到河南”
“千年古都焕新颜”“黄河游学知中国”
“山水画廊行中原”四条文旅线路，这是

在传统的“功夫、古都、山水、黄河丝路”
线路基础上进行的文旅品牌创新。

本次展会，河南省有 13个省辖市
及省直管县文旅部门、25家省内重点
景区、15家优秀旅游企业和 10余家省
内文创企业共230余人参展，创历届参
展规模之最。来自美国、新加坡、澳大
利亚、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
旅行商以及我国港澳台研学机构还与
河南有关省辖市文旅部门、国际旅行社
积极对接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

在静静航行的大海上睡到自然
醒，看看日出、吹吹海风、晒晒太阳，
该有多惬意……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邮轮之旅吧！

11月 18日，渤海轮渡有限公司
在郑州举行“2020年中华泰山号邮
轮全国启动仪式发布会”，并宣布：
2020年 3月—8月，“中华泰山号”邮
轮有 40多个航次从青岛母港出发，
驶向日本福冈、长崎、佐世保等地，
让包括河南在内的更多游客乘上豪
华邮轮，感受轻松洒脱的慢生活。

据悉，邮轮旅游作为新型的旅行
方式，正在逐步被大家所接受和选
择。“中华泰山号”邮轮是我国第一艘
全资经营、自主管理的邮轮，明年该邮
轮有40多个航次从青岛母港出发，驶
向日本福冈、长崎、佐世保等城市，让
更多的人感受邮轮旅游的魅力。

乘坐“中华泰山号”邮轮到日
本，路程更近、价格更亲民、出行更
便捷。据了解，“中华泰山号”邮轮
由德国建造，拥有960个客位。邮轮
全程提供中文式的服务，配套设施
完善，剧院、画廊、图书馆、娱乐场、
游泳池、桑拿房等一应俱全，中国国
粹川剧变脸、俄罗斯风情舞蹈、泰国

红衣丽人人体彩绘等异彩纷呈，油
轮出港时还会有日本传统乐器太鼓
表演、佐世保舞蹈队演出等。

远道而来的日本佐世保市副市
长田中英隆表示，“中华泰山号”邮
轮是迄今为止到访佐世保港次数最
多的邮轮。希望大家乘坐“中华泰
山号”邮轮到访佐世保，品尝新鲜美
味的海鲜，畅游豪斯登堡主题乐园。

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次发布会
让更多的中原人了解邮轮旅游，希
望“中华泰山号”邮轮成为中日旅游
合作发展的桥梁，促进两国人民友
好往来，实现中日旅游的长足发展
和互利共赢。

活动当日，“寻找最美爸妈”公
益活动启动。发布会上签署了“中
华泰山号”邮轮包船协议、地接社战
略合作协议。 (张海滨)

淇河两岸，风景旖旎。
11月16日，第三届河南省全民徒

步大会（鹤壁站）在鹤壁淇河谷景区激
情开走。来自我省各地及山西、河北
等省的 2300多名徒步爱好者列着方
阵行走在淇河两畔,用自己的脚步感
受淇河谷之美，畅享健走之乐。

本次活动共有 20余支团队分别
荣获了“最佳组织奖”和“优秀团队
奖”等奖项。荣获优秀组织奖的周口
鹿邑户外运动协会的参赛者们异常
兴奋。队员们均表示，淇河谷如诗如
画，在这里健步走是一种享受。初冬
时节的淇河谷赛道金叶翩飞、水光倒
映。旁边的桑园小镇既有充满太行

山民风民俗，又有百余种特色小吃，
值得一去。

据悉，近几年来，鹤壁市淇滨区
着力打造淇河生态走廊和淇河国家
湿地公园，全力推进旅游扶贫项目。
桑园小镇开业之后，淇滨区积极引入

北京燕海文旅集团开发淇河谷，以文
化旅游项目带动当地百姓脱贫增
收。本届徒步大会倡导以徒步运动
推广体育健身理念，彰显淇滨区文化
旅游品牌，促进旅游业转型升级和高
质量发展。

河南省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副秘
书长陈学政陈学政表示，河南省全民
徒步大会是由河南省体育局批准和
指导，并由河南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
主办的一个全民健身系体育品牌。
自 2017 年推出以来，已经相继在郑
州、新乡、焦作、等地区的城市和景区
举办过近 20场活动，参与群众近 20
万人。 （叮当）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德化步行街成了网红打卡地，樱桃
沟里藏着“淘宝村”，瑞光旧工厂变身文
创园，华侨城文旅项目呼之欲出……

11月 12日，郑州市二七区文化旅
游局举行“媒体人看二七、文旅融合转
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采风活动，各级主
流媒体走进郑州市二七区，用镜头记录
二七区文旅融合、转型发展的新变化，
用笔尖触摸二七区高质量发展的脉搏。

沐浴冬日暖阳，漫步德化街，街区
的建筑外立面和街区景观进行改造已
近尾声，百年老街展露新颜……作为郑
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重点片区之一，这
个曾经的全国商战核心区正在进行一
场新的变革。

德化新街项目负责人李绍灿告诉
记者，“我们正在推进普乐天地、锦尚德
化二七广场中心项目等，打造‘最中原、
郑中心’样板的‘百年德化·二七记
忆’。”目前，六道巷、公主巷、瘦江南、桃

花源、未央街等商贸旅游街区缤纷绽
放，十八城记都市展厅、二七文化展览
馆、城市书房等展示出城市的文化气
质。“德化新街将成为年轻人的理想城
池，不仅能购物，还能体验中原文化、郑
州商业文化和二七红色革命文化。”

文艺的梦想与创意的实践碰撞，将
产生怎样的火花？

记者一行从二环支路转入一条小
巷——瑞光路，一处上世纪80年代印刷
厂旧厂房变身成瑞光创意工厂。“城心
老巷子，文创新圈子”的标语悬挂在电
线杆上，文艺范儿十足的五彩涂鸦布满
墙面，陈旧的老厂房、退役的装订机、融
合餐厅等吸引不少人来拍照、游玩。据
悉，该园区成功入驻创意设计、广告传
媒、摄影创客、电子商务等 100多家企
业，成为二七区文旅融合的亮丽名片。

全域统筹，文旅共进。走进樱桃
沟，浓浓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作为首
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美术
馆、绞胎瓷艺术公园、画廊及奇石艺术

馆等文创产业项目纷纷兴起，涵盖雕
刻、绞胎瓷、铁艺、油画、影视等领域的
70家文创工作室在此扎根，衍生出了
别具特色的文旅产品。“艺术家一边‘搞
研发’，一边‘出产品’，文化搭台，旅游
唱戏，产业盈利。”樱桃沟文创产业负责
人黄建军的看法得到采风团成员认可。

二七区文化旅游产业再次发力，大
项目建设助推着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
量发展。总投资 85亿元的泛体育、泛
运动建业足球健康小镇、起步区建业大
食堂、长安古寨、中芬全智龄智能体育
公园国际合作项目建成开业，成为周末
游的好去处。总投资约 200亿元的华
侨城·金水河文化公园大型文化旅游综
合项目持续推进，华侨城第四代文旅产
品欢乐海洋升级版即将掀开盖头。

文化旅游“美”起来、文化品牌“亮”
起来、文化创意“活”起来……采风团成
员感叹道：文旅融合、转型升级折射出
郑州市二七区高质量发展的新气象。

郑州市二七区文化旅游局负责人

表示，站位推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时期，围绕

“品质二七、田园二期、温暖二七”建设
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复合型新城区
总体目标，二七区正稳步推进文旅融合
转型升级的步伐，奋力将“诗和远方”的
美好愿景转化为现实图景。

以文旅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媒体人看二七、文旅融合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采风活动举行

进入11月份以来，巩义天气晴好、秋
景怡人，南部山区的红叶美景更是以“南
山红叶染枝头，妙笔丹青秋韵浓”呈现在
游人面前，来自郑州及周边洛阳、开封等
地的游客及摄影爱好者，纷纷驱车前往巩
义南山旅游通道赏美景，巩义美景及“最
美旅游公路”又一次刷爆朋友圈，让河洛
巩义成为热门打卡地。

据统计，11月 2日-3日、9日-10 日
共 4 天时间，巩义市接待游客达 90 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亿元，再创历史
新高。

霜叶醉层林，秋深客如云。在南部山
区赏秋热潮的带动下，巩义多个景区迎来
了客流高峰。其中，长寿山景区一直致力
于红叶品牌的打造和宣传，不断以特色创
新的项目和优质贴心的服务吸引游客，进
入 10 月份以来每到周六、日都游客爆
满。11月 2日-3日两天共接待游客 36.7
万人次。

同时，沿巩义南山旅游通道的青龙山
慈云寺、浮戏山雪花洞等景区的游客接待
量持续增长，康百万庄园、偃月古城景区
也迎来了大批游客。 (张莉娜)

感受淇河之美 畅享健走之乐
——第三届河南省全民徒步大会在鹤壁淇河谷景区举办

金秋红叶游
引爆巩义旅游市场 光影闪耀“天鹅之城”

“中华泰山号”邮轮明春起航

近日，“脱贫攻坚文旅行精准扶
贫献爱心”新乡市文旅行业扶贫系列
活动——走进封丘启动仪式在封丘
县小城村启动。

由爱心旅游联盟新乡安徽商会、
中青旅新乡分社、新乡三宗旅行社、
新乡康辉旅行社等9家企业组织的9
辆大巴和 60多台自驾车共计 670名
游客来到封丘县定点扶贫。大家游
览了黄河曹岗险工、宋源湖湿地等景
点，并组织封丘县100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学生开展励志研学教育活
动。现场购买封丘粉皮、黑芝麻球、
菊花茶、无花果干、树莓果汁、多肉植
物、红薯等贫困地区土特产品等 5.6
万余元，河南省中青旅新乡分社总经
理谢艳梅为孩子捐赠助学资金5000
元，新乡安徽商会为贫困学生捐赠爱
心午餐费5000元。

2019 年，新乡市文旅局将精准

扶贫作为一项重中之重的政治任务，
先后四次在卫辉市狮豹头乡小店河
村等地举办“脱贫攻坚文旅行精准扶
贫献爱心”活动，直接向贫困地区输
送爱心扶贫游客 1800多人，捐助扶
贫物资和款项 10万元，购买当地土
特产品 15.6万余元。郗庄村贫困户
刘伟伟说：“不用出家门，家里的小
米、花生都换成了钱，而且价钱也比
低，真是太好了！希望游客们经常来
家里。” （王海新）

脱贫攻坚新乡文旅先行

11月 17日，西峡县创建老界岭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誓师大会举行。
会议要求：要深化认识，以志在必成
的强力举措推进创建工作，确保顺利
拿下这一金字招牌，为南阳贡献新力
量、增添新魅力。

据悉，老界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创建工作坚持“避暑养生地、南阳老
界岭”的发展定位，严格对照度假区
评分细则要求，高标准实施景区整改
提质，真正把老界岭建设成为名副其
实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总目标是
2020年初递交申报资料并争取通过
基础评价，力争 2020年底前成功创
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老界岭旅游度假区以老界岭5A
级景区为核心，规划面积约 20.5 平

方公里，2015 年成功创建省级旅游
度假区。这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度
假区内生物资源丰富，生态保持良
好，森林覆盖率达 97%，拥有植物
2800 多种，珍禽异兽 400 多种。辖
区内空气负氧离子含量最高可达每
立方厘米 3.6万个，夏季平均气温 18
度，是天然的避暑胜地，被誉为“天然
氧吧、养生福地、度假乐园”。

近年来，西峡县紧抓“避暑养生
地、南阳老界岭”这一品牌形象，以打
造山地避暑旅游胜地为目标，依托多
重优势，整合生态、文化、旅游资源，
创新布局山地避暑养生文化，形成一
个从生态观光、自然探索、运动体验、
文化传播到避暑度假、休闲养生的完
整体系。 （朱天玉）

老界岭全力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下雪啦，下雪啦！
11月 17 日，随着冷空气的

到来，我省白云山（左图）、老君
山（右图）等风景区飘起了 2019
年冬季的第一场雪。雪花翩翩
而至，使景区呈现银装素裹的冬
日景象。 (崔胜杰 周向毅）

下 雪 啦 ！

二七区建业大食堂二七区建业大食堂

11 月 16日，天鹅之城——第三
届中国三门峡自然生态国际摄影大
展在三门峡国际文博城盛装开幕。

近年来，三门峡深入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
念，以良好的自然生态为依托，以丰
富的黄河湿地资源为基础，以打造

“天鹅之城”为抓手，以“中国摄影之
乡”为纽带，深度融合生态旅游和摄
影艺术，连续三年成功举办了颇具水
平的国际摄影大展。据了解，本届大
展以“共生·大同——母亲河 天鹅
湖”为主题，大展的关键词为“谐”。

本次大展为期 10天，展出来自

全世界近 60个国家的 6000 余幅精
彩摄影作品。大展期间还将进行

“天鹅湖典藏奖”评选、颁奖以及系
列学术交流、研讨与创作等多项主题
活动。 （刘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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