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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一年一度中秋佳
节来临之际，记者 9月
8日获悉，全省各地多
景区已准备好丰富的
文旅大餐，为游客提
供丰富的消费选择。

赏月、团圆，是中
秋的主题。在携程平台

上，近一周“赏月”关键词
搜 索 热 度 环 比 增 幅 超 过

423%，山川、江河、古镇等成为赏
明月的最佳布景地。目前，我省多家
景区推出中秋巡游、水上烟花秀、无人
机星空秀等多种体验活动，营造欢乐
祥和的节日氛围。

今年云台山的中秋团圆夜格外精
彩，中秋节当晚及第二天，将有 1000
架无人机飞舞在山林之间，演绎一场
星空大秀。中秋月圆、嫦娥奔月以及
竹林七贤等元素，将闪烁在中秋夜空，

科技感和仪式感十足的画面将为
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节日期间，全省民俗
文化旅游活动同样精彩
纷呈。开封清明上河园
将举办中秋文化节、玉
兔狂欢大巡游、打铁花
等独具特色的游园活
动。此外，《中华巨马展
演》《气功喷火》等上百场
演出，将呈现出浓郁的
民俗风情。夜晚，虹桥

流光溢彩，满园的灯笼点缀在水榭桥
梁，一眼千年，带游客重回北宋时期的
中秋月夜。

赏月带动夜游的火爆。中秋国
风大巡游、中秋明月大合唱、水上烟
花秀……建业电影小镇将邀游客“夜
游赏月5小时”；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的“嫦娥奔月”大剧、亲子冰上竞技等
活动也深受欢迎，其旗下的露营活动
则融入音乐节的构思，以歌声倾诉相
思之情。

今年的中秋节“喜遇”教师节，为
此，全省多家景区推出教师免费或优
惠游园活动，比如：驻马店嵖岈山、隋
唐洛阳城、栾川竹海野生动物园、太行
大峡谷、郑州黄河文化公园等景区均
有免票活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方特梦幻王国等景区有优惠活动。

中秋假期在即，各大旅游平台在
线预订情况表明，“本地游”“周边游”
将是出游主流。近一周，飞猪旅行网
上中秋节本地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超
1.7倍，本地景区门票等度假产品预订
量增长超 2.3倍。同程旅行网发布报
告称，1天1晚至2天1晚的短途出游，
或当天往返的周边游将是中秋小长假
期间主要的出行选择。住宿方面，本
地游玩时间相对延长，推动近郊的高
星级度假酒店、亲子酒店、民宿等产品
走俏。

需要提醒的是，假日出游务必绷
紧防疫弦，出发前请详细了解各地各
景区要求，合理规划出游线路和时
间。③4

本报讯（记者 孔学姣）9月 8日，
记者从省市场监管局获悉，为保障中
秋节期间食品安全，该局近期对月饼

产品进行了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抽
检的 296批次月饼经检验全

部合格。
据了解，本次抽检

重点关注月饼是否存在
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
剂是否超限量使用、质
量指标达不达标等。
抽检项目包括酸价、铝
的残留量、脱氢乙酸及
其钠盐、菌落总数、霉菌
等。

比如，酸价主要反
映食品中油脂的酸败程
度。酸价超标会导致食
品有哈喇等异味，严重超
标时会产生醛酮类化合

物，长期摄入酸价超标的食
品会对健康有一定影响。月

饼中酸价（以脂肪计）检测值超标的原
因，可能是企业原料采购把关不严，也
可能是生产工艺不达标，还可能与产品
储藏不当有关。

对消费者而言，选购月饼有哪些
注意事项？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
提醒，要认真查看月饼标签，查验相关
信息是否完整、标示是否清晰，拒绝购
买或食用无标签或标签信息不全、内
容不清晰，掩盖或篡改标示的产品。
购买散装月饼时，要注意查看月饼色
泽、形状、气味等。质量好的月饼外形
应完整丰满、表面可略鼓，边角分明，
不凹底、不收缩，不露馅、不破裂。

同时，节假日期间是线上线下商
家促销的黄金时期，消费者应该理性
对待各种促销活动，谨慎购买“私人订
制”月饼。自觉抵制“天价”及过度包
装的月饼和螃蟹等节日食品，让节日
商品、节日消费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若发现质量问题，可及时拨打 12315
投诉电话，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③6

本报讯（记者 李林 河南日报
社全媒体记者 冯刘克）记者走访郑
州月饼市场发现，郑州没有一家独
大的品牌，而以酒店和蛋糕店自身
品牌推出的月饼则遍地开花。比如
大河锦江、嵩山饭店、广州大酒店、
黄河饭店等知名酒店都有自己的月
饼产品，香雪儿、仟吉、金门饼家等
各家面包、蛋糕、点心店铺也都推出
自己的月饼品牌。

在郑州，“陶老大”是月饼市场

比较接地气的品牌。“目前我们已基
本实现了设备自动化、产品多样化、
公司品牌化、服务多元化，发展成了
集产品研发、生产、销售、OEM代加
工服务于一体的食品生产企业。”郑
州百兴食品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公司拥有自主品牌“陶老大”，形
成了统一主题元素的产品系列，月
饼是其中的主打产品。近年来，价
格实惠、包装简约、少糖少油的月饼
多受消费者青睐。③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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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河南月饼相关企业超过 2000

家，位居全国第 2。省内分布情况显示，周口市、南阳

市和郑州市月饼相关企业数量居前3位，均超过250家。记

者在深入月饼生产企业和市场采访时感受到，亲民、健康、本地化

成为今年月饼生产和消费的主流。

本报讯（记者 方化祎 李昊）周
口作为全省月饼生产经营大市，月
饼生产从业人员 2000余人，年产量
近千吨。调查结果显示，周口市绝
大多数月饼生产经营者积极响应国
家标准要求，市售月饼普遍较往年
包装简约、价格亲民。

为保障群众吃上安全放心的月
饼，自 8月下旬开始，周口市场监管
部门在全市范围内抽检月饼 150批
次，经检测机构检验，全部合格。

为遏制“天价”月饼，市场监管部

门联合发展改革部门全面排查超市、
连锁店等月饼生产企业和经营户，重
点检查月饼市场是否存在过度包装、
混装销售、售价过高等现象。针对包
装层数超过3层、使用红木等贵重材
料包装、将月饼同其他商品搭售、销
售单价高于500元等违法违规行为，
采取发放告诫函、下架商品、行政处
罚等方式分类处理，确保月饼消费市
场规范有序。抽查显示，市场上单个
月饼价格在2.9元至 12.9元之间，与
去年同期相比基本持平。③6

包装简约 价格亲民

本报讯（记者 孟向东 河南日
报社全媒体记者 司马连竹）“门店
里的月饼到中午差不多就卖完了，
今天肯定要补货。”9月 8日上午，在
南阳市中心城区的一家“三色鸽”面
包房，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这几天上
门购买的顾客络绎不绝，加上网络
订单，月饼加工应接不暇。

“三色鸽”是南阳本地最大的
糕点类食品生产企业。今年“三色
鸽”推出了 20余个月饼口味，除了
传统的五仁、豆沙、板栗等口味，还
有广式、苏式口味。而这几年较受
欢迎的冰皮月饼、主打健康概念的
艾草月饼以及月季口味月饼等新
品种，更是供不应求。

据南阳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市民更愿意选择有连锁门
店的品牌，如“面包博士”“七若滋”
等西式糕点企业生产的月饼，而以
中式糕点为特色的“酥江南”“郭麻
花”等也受到部分消费者青睐。

各类超市也是销售月饼的主
要渠道。在南阳最大的连锁超市

“万德隆”内，带有企业标识的“万
德隆月饼”多以散装形式销售，也
根据顾客需要提供包装盒。一名
正在选购的市民表示，和盒装月
饼相比，这种本地超市生产的月
饼能够提供试吃，用料比较足，看
起来也新鲜，关键是价格更加亲
民。③6

本地品牌花样多卖得快

“接地气”月饼受青睐

电力赋能 北马沟村走上振兴路

北 马 沟
村“ 电 力 爱
心 超 市 ”试
运 营 ，村 民
兑 换 了 大
米、酱油、洗
衣粉等生活
用品。
任武亮 摄

北马沟村光伏发电站装机容量
200千瓦，于2016年 12月投运。

任武亮 摄

□李旭兵 罗丹 张澜

8月29日，经过公益积分公示环节
后，林州市茶店镇北马沟村“电力爱心
超市”迎来了建成试运营以来的首次积
分兑换日。村民们在电力爱心超市通
过公益积分兑换，分别领到了数量不等
的生活用品，笑容绽放在他们的脸上。

今年建成并投入试运营的“电力
爱心超市”是国网安阳供电公司对口
帮扶北马沟村的又一具体举措。林州
市茶店镇北马沟村四面环山，交通闭
塞，曾经是省级贫困村。

2013年以来，安阳供电公司先后
为村里选派三任驻村第一书记，支持
村里整修道路、加固改造出村隧道、铺
设自来水管道、改善人居环境，发展乡
村光伏产业、建设村农业合作社、种植
特色农产品等，持续壮大集体产业，吸
收村民就地就业，打造地方特色农产
品公益品牌。这些年，这里村民的收
入连年增加，日子越过越红火，曾经路
不畅达、水不润泽、闭塞贫瘠的北马沟

村，如今道路畅通、环境优美、村民们
安居乐业，从过去的贫困村一跃成为
全镇乡村振兴的闪亮名片。

党建引领 联创共建聚合力

“党的好政策，就是要让我们一年
过得比一年好。”6月29日，安阳供电公
司同北马沟村开展党建联创共建活动，
党员张喜栓用最朴实的语言道出对未来
生活的底气。在安阳供电公司党委书
记、驻村第一书记、村党支部书记抓党建
促发展座谈会上，大家围绕村民“一年更
比一年好”的愿望，共话乡村振兴新路
径，明确下一步要继续坚持以党建为统
领，以创建“五星”支部（支部过硬星、产
业兴旺星、生态宜居星、文明幸福星、平
安法治星）为抓手，紧紧围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不
放松，持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帮助北
马沟村从“固脱贫”迈向“促振兴”。

今年以来，北马沟村已稳稳摘得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文明幸福”三颗
星。为了使“五星”支部创建更好地在乡

村振兴道路上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北马
沟村还通过举办农民夜校、定期开展第
一书记讲党课、开展生产现场主题党日
活动等一系列举措，提高党支部凝聚力，
激发党组织活力、党群内在动力。

同时，安阳供电公司为北马沟村
争取投资，建设了“电力爱心超市”。

“我们策划了多项思想文化建设、培训
学习、乡风建设等活动，村民们参加活
动即可获得公益积分，积分达到一定
数量就可以兑换超市的生产生活物

品。”北马沟村第一书记任武亮说，“电
力爱心超市”更像一个精神素养提升
平台，助力打造北马沟乡村振兴的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挖掘特色 产业兴旺家园美

“我们这儿的红薯在茶店镇可有
名了，以前销路窄，种得多了卖不出
去。现在从地里刨出来直接拉到合作
社，价钱给的还高，这日子越过越好。”
说这话的是北马沟村种植大户张用

林，走进他家大院，只见开阔整洁的庭
院中停放着一辆崭新的电动汽车，家
里空调、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他说这
一切都得益于北马沟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经营规模的不断壮大。

2021年，在合作社原有特色农产
品加工产业体系的基础上，任武亮进
一步探索“线上平台销售＋线下实体
经营”的营销模式，先后与慧农帮、普
惠网、豫扶网、鲜禾源公司等电商开启
合作，唱响了富民强村的新乐章。

“去年11月9日，我们通过豫扶网，
线上一天就卖出了 5000多元的小米。
2021年各类农产品销售总额48万元，
其中线上销售金额达到了25万元。”任
武亮说，插上互联网翅膀，打通了农产品
进城入市的销售渠道，是壮大村集体经
济、帮助村民增收致富的关键一招。

生态是乡村最大的发展优势。北
马沟村西侧的 400 亩山坡种植了 2.8
万棵品种油松，荒山“摇身一变”成为
国储林项目，不仅扮靓了乡村，还给村
集体带来每年 10万元的收入。顺着

西坡松林向东，一片“湛蓝”的光伏发
电板与青翠的油松遥相呼应。北马沟
村集体的 200千瓦光伏发电站，为清
洁低碳作出贡献的同时，更实现了百
姓富、生态美的有机统一。今年以来，
安阳供电公司还几次选派党员志愿者
协助北马沟村大力开展“六乱”“六清”
环境整治活动，拆除残垣断壁，清理垃
圾杂物，种植花草竹木，全面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擦亮乡村振兴底色。

周口周口

南阳南阳

郑州郑州

核心提示：

放心吃放心吃

开心玩开心玩

9 月 8日，洛阳市涧西区武汉路街道武汉路社
区联合河柴幼儿园开展“体验手工月饼 快乐迎中秋”
民俗文化体验活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指导下体验
制作手工月饼，喜迎中秋佳节。⑨4 黄政伟 摄

9月 8日，宝丰县张八桥镇举办传统文化
迎中秋活动，居民们学做月饼、猜灯谜、穿汉
服，喜迎中秋节到来。⑨4 何五昌 摄

9 月 8日，焦作市解放区开展“情
暖中秋节 爱心月饼送老人”主题活
动。党员志愿者为 100名结对帮扶的
孤寡老人、生活困难老人、“空巢”老人
送去“爱心月饼”。⑨4 李良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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