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42020年7月 17日 星期五
组版编辑 薛迎辉 孙美艳 美编 单莉伟

●● ●● ●●

夏韵山水，田园风光；秀美洛宁，“自游”畅
享。

7月 15日，洛宁正式发布 4条暑期自驾旅
游线路，并将于 7月 20日至 8月 30日举办“河
南洛宁首届自驾露营暨洛宁小吃畅享节”。

为落实市文旅大会精神，助力副中心城市
建设，加速洛阳暑期文化旅游市场复苏，洛宁
县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前提下，结合自身
山水田园风景、历史文化优势，本着“高质量”

“低密度”“优服务”的原则，经过精心筛选、设
计，推出以“山中露营 湖边观星”为主题的 4
条自驾旅游线路。

据介绍，此次推出的“邂逅洛神”“田园乡
愁”“洛书探源”“纵情山水”4条自驾旅游线路，
涵盖了文化体验、乡村旅游、休闲避暑、亲子研
学、户外越野、行摄旅拍等特色内容，可以满足
亲子、阖家、轻探险、美食、研学、乡村、康养等
出行需求。

洛宁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洛宁举办“自驾露营暨洛宁小吃畅享节”，旨在通
过节会举办，依托4条特色自驾线路的打造、推
广，扩大洛宁暑期产品的有效供给，回报游客对
洛宁小吃一直以来的喜爱，加强市民、游客对洛
宁自驾游、乡村游的了解，扩大“山水田园 秀美
洛宁”的品牌影响力。

●●文旅惠民特色活动

1.洛宁小吃·1元来吃
内容：活动期间，每周末以大锅饭的形式，

提供一种“洛宁味道”（洛宁蒸肉、凉粉汤饺子、

杂菜汤、咸糁汤面叶等），自驾游客 1元即可享

用，每人限量一份（中午供应）。

活动地点：
罗岭乡讲理村 乡村大食堂

联系电话：13838468818

底张乡草庙岭村 乡村驿站

联系电话：15090192470

故县镇窑瓦村 食堂

联系电话：13623882248

2.“星空露营·秀美洛宁”短视频摄影大赛
内容：举办山中露营、湖边看星随手拍短

视频挑战赛（活动详情随后在“洛宁旅游”等微

信公众号发布）。

3.邂逅夏日·聆听乡村
内容：在推荐的露营地，每周末邀请歌手

或乐队，把音符谱写在山水田园之间，让游客

在夏夜凉风，乡村田野间，伴随音乐乐享一

夏。

活动地点：罗岭乡爱和小镇、罗岭乡香楸

湾、故县镇西子湖畔

4.“洛水山肴”“洛宁八珍”有机农产品展销
内容：活动期间，“洛水山肴”“洛宁八

珍”系列有机农产品将进入景点，供游客选

购。

活动地点：罗岭乡讲理村、香楸湾、底张乡

草庙岭村、故县镇窑瓦村、神灵寨

5.住民宿打折活动
内容：活动期间，洛宁本地特色民宿针对

游客推出六折到八折优惠，给您一个舒适、惬

意的游玩体验。

神灵寨紫竹苑驿馆

联系电话：0379-66136999

罗岭香楸湾

联系电话：18137168791

上戈金果小镇民宿

联系电话：13939901676

下峪明月水坊民宿
联系电话：13783188979

兴华禹门河民宿
联系电话：17638823636

罗岭花树洼民宿
联系电话：13083791985

故县窑瓦村农家乐
联系电话：13623882248

东宋渡洋湖农家乐
联系电话：13783105398

小界苇山村农家乐
联系电话：15237922831

●●自驾游线路

1.全域4日游线路——“邂逅洛神”自驾清
凉之旅

【推荐行程】（东宋—小界—罗岭—故县—
下峪—底张—涧口）

D1:游东宋，访程家大院，赏渡洋湖水天一
色，感受历史文化；住渡洋湖农家，感受山水间
的静谧清凉。

D2：赴罗岭，游爱和小镇，观向日葵花海，
感受被艺术浸润的山林、溪流；逛讲理村，习讲
理文化，知农耕文明，吃地道洛宁美食；到香楸
湾品味“洛宁记忆”，享受亲子时光，住香楸湾
或花树洼民宿。

D3：赴故县，游西子湖，吃大鱼、湖鲜；赴下
峪写生基地，打卡梯田、花海，住西子湖窑瓦村
或下峪明月水坊，观银河璀璨。

D4：赴底张，观乡愁博物馆；赴神灵寨，看
石瀑奇观、沐竹海凉风、体验流水滑道的刺激，
住神灵寨，参加“星空露营”“极光森林”“泡沫
之夏”等互动活动，享清凉夏夜之趣。

2.特色 3日游线路——“田园乡愁”自驾
研学之旅

【推荐行程】（东宋—小界—县城—罗岭）
D1：赏程家大院，赴东宋渡洋湖垂钓、徒

步、烧烤；夜宿渡洋湖农家。
D2：自驾游嶕峣山色，赏塬上田园风光；赴

县城，品酸牛肉、扯面等洛宁特色美食；前往罗
岭，宿香楸湾窑洞、木屋，乘高山摩天轮、登观

景灵书瞭望台，眺望玄沪河，赏梯田美景。
D3：游爱和小镇习陶艺、赴讲理村研讲理

文化，到香山农庄等生态园采摘。

3.特色两日游线路——“洛书探源”自驾
文化之旅

【推荐行程】（罗岭—长水—兴华）
D1：赴罗岭，游爱和小镇，观花海、日月泉；

到讲理村垂钓休闲，逛香楸湾，赴长水镇西长
水村游洛出书处，登龙头山，访禹王庙等古迹，
夜宿禹门小镇，赏星汉灿烂。

D2：入玄沪河谷，探“灵龟负书”的“龟窝”，
观摩崖石刻线路。

4.“纵情山水”自驾越野之旅
【推荐行程】长水镇鹰帐山—罗岭乡铁佛

寺—上戈镇蝴蝶谷—上戈镇秦王寨—上戈镇
连宝河—兴华镇全宝山—陈吴乡八百坡

本条自驾越野线路，不设游览时间、不设
游玩天数、不固定游客的停留地点。

驱车进山入林便享凉风阵阵，探溪溯流必
感戏水快感，埋锅造饭体会野炊乐趣。

本自驾旅游线路适合有一定户外经验的
专业人士。

●●自驾小贴士

家庭露营地推荐：爱和小镇、香楸湾、神灵
寨、故县西子湖（窑瓦村）。

温馨提示：安全起见，景区景点内露营请不
要使用自助炊具。另外，自驾露营暨洛宁小吃

畅享节期间，自驾游客可通过“洛宁旅游”官方
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了解活动开展的具体情
况，请大家注意关注。

洛 宁 县 文 化 旅 游 服 务 咨 询 电 话 ：
0379-66221257

山中露营，湖边观星，可美；洛宁小吃，1元来吃，可香——

““河南洛宁首届自驾露营暨洛宁小吃畅享节河南洛宁首届自驾露营暨洛宁小吃畅享节””来啦来啦

溪水叮咚，如诗如画的神灵寨 张小江 摄

风景如画的春山溪谷 李峰 摄

蓝天白云，碧波荡漾的滨河公园 李峰 摄

爱和小镇 李峰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延辉 李林）
7月 15日，记者从郑州市大数据
管理局获悉，“数字郑州”产业生
态联盟于近日正式成立，首批
100家企业加入。这标志着以阿
里巴巴为龙头引领、协同本地优
势企业构建的郑州数字产业“军
团”诞生。

近年来，郑州聚焦构建共建
共享共赢的数字化产业链和生态
圈，积极引导数字经济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数字郑州”建设驶
入“快车道”。

去年 8月 22日，郑州市与阿
里巴巴集团举行座谈会，明确进
一步深化务实合作，全面推动数
字化转型、携手助推高质量发
展。今年 6月 16日,郑州市与阿
里巴巴集团又举行了 2020年数
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座谈会并签
署深化数字城市建设战略合作协
议，着力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
治理体系现代化为核心，抓好“城
市大脑”、数字产业发展、数字贸
易枢纽等重点，营造“十百千万”
数字经济生态体系，培育数字郑
州人才，打造数字产业化发展引
领地、产业数字化发展示范地、

“城市大脑”新标杆。双方合资组
建数字郑州科技有限公司，以该
公司为核心，构筑大生态、形成大
产业，打造“数字郑州”产业生态
联盟。

“数字郑州”产业生态联盟将
依托阿里巴巴集团在技术、市场、
服务和人才等领域的综合优势，
实现生态资源聚合，服务“数字郑
州”建设。同时，借助阿里巴巴集
团在数字经济领域的雄厚实力，
带动一批本地企业在信息安全、
物联网、跨境电商、电商物流及互

联网新业态等领域形成优势和较强竞争力。
据介绍，该联盟将对郑州数字产业生态能力全面摸

底，根据项目属性进行资源的精准匹配，以示范项目先建
先行为数字经济高效赋能；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加快数字
峰会落地，打造特色城市名片，智汇力量攻关难题，实现
共建共享共赢；加强人才培养，因材施教，技术认证同步
跟进，积极推动数字化人才集聚，强化校企合作精准适
配，全面推动郑州数字经济、数字政府、数字城市的理念
提升、基础提升、创新提升、人才提升，叫响“数字郑州”

“智慧郑州”品牌。
目前，郑州已牵手阿里巴巴、海康威视、新华三、大华

等行业领军企业，加速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
市数字化发展，向“中部数字经济第一城”目标奋力迈
进。据介绍，到 2022 年,郑州将力争数字经济规模达
5000亿元以上,占生产总值的40%以上。③4

首
批
百
家
企
业
加
入
﹃
数
字
郑
州
﹄
产
业
生
态
联
盟

郑
州
数
字
产
业
﹃
军
团
﹄
诞
生

（上接第一版）推动县域经济发展高质量、强

起来，一批重大事项纳入国家战略规划，“四

条丝绸之路”共同奏响开放河南强音……新

发展理念在河南生动实践、果实累累。2020

年前 5 个月，全省市场主体总量、进出口总

值、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44.7%，失业人员再就业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

50.5%，端 午 假 期 旅 游 市 场 恢 复 居 全 国 前

列 ……中原儿女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拼

抢精神，打好了发展主动仗，稳住了经济基本盘。

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这

次疫情，不仅考验了我们的意志、丰富了我们

的经验，也使我们对形势的判断更加清醒。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全球

疫情和世界经济形势仍然严峻复杂，我国发

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全球经济衰退已不

可避免，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破坏；国内经

济增速呈稳中放缓态势，部分消费需求被暂

时抑制，经济下行压力更大，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所面临的困难

和挑战更大。这些因素对我省贸易链、产业

链、就业链造成叠加影响，不少企业尤其是中

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大。与周边先进省份相

比，我省产业整体层次还不够高、先进制造业

底子还不够厚，发展新动能还不够强。在脱

贫攻坚的战场上，还有 52 个贫困村、35 万贫

困人口尚未脱贫，脱贫人口返贫风险、边缘人

口致贫风险加大。这要求我们“坚持用全面、

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困难、风险、挑

战”，以时不我待的竞进姿态，打开视野、奋勇

争先，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同时，我们要看到，我国经济潜力足、韧

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

有变，经济发展持续向好的整体态势没有

变。现在全国复工复产快速推进，经济运行

加快回归常态，经济活力正在快速释放，经

济回稳向好态势不可逆转。我们还要看到，

河南有 1 亿人口的消费市场，当前新型城镇

化正快速推进，全国重要的交通物流枢纽作

用越发凸显。只要抓好用好这些扩大内需

的有利条件，就可以把蕴藏的内需潜力转化

为强劲持久的发展动能。加之疫情促使线

上经济越来越活跃，一大批新技术新产业新

业态逆市上扬；我们还有新经济发展的机

遇、新基建布局的机遇、内外开放联动的机

遇、重大国家战略机遇……我们更要看到，

这次抗疫斗争，中原儿女把个人价值与祖国

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心更齐、劲更足，这种

由广大人民群众蓄积释放的磅礴伟力，是我

们谱写中原更加出彩篇章的最大底气。从

艰难困苦中走来，我们从不畏惧；朝更加出

彩迈进，我们信心满怀！

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今年是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作为人口大省、农业大省、交通大

省、经济大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

会发展，河南省责任大、担子重。我们必须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实党中央

要求和省委部署，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

下，坚决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

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把握好“保”“稳”

“进”“蓄”层层递进、相互促进的关系，以保

促稳、稳中求进、进中蓄势，奋力开辟生机盎

然的发展新境界。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要

咬紧目标不松劲。疫情是影响发展的最大

变数，疫情防控这条战线守不住，发展就无

从谈起，目标就无从实现。要时刻绷紧疫情

防控这根弦，慎终如始、再接再厉，加强对重

点地区、重点人群的精准防控，做到及时发

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坚决守

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如期打赢脱贫攻

坚战、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

们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向全省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作始也简，将毕也钜。要聚焦

“三山一滩”地区和重点县、村，聚焦特殊贫

困群体，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以“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坚韧、“不破楼兰终不还”的

勇毅，尽锐出战、集中攻坚、巩固成果，坚决

啃下“最后的硬骨头”，让“全面小康路上一

个也不能少”在中原大地彻底变成现实。要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围绕“五大振兴”，

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向乡村振兴平稳

转型，抓好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推进我省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要扛

稳粮食安全重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持续提升农业产业化、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努力夺取秋粮丰收，保障重要农产品供给，

夯实发展“压舱石”。今年时间已经过半，要

以追赶的劲头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进度慢了

就要加快速度，时间少了就要提高效率，损

失大了就要努力填补，确保如期实现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为“十四五”发展和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好扎实基础，托起

亿万中原人民“稳稳的幸福”。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要

为民造福暖人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

是最大的福祉，民意是最大的执政资源。“六

稳”“六保”中贯穿着为民造福的民生主线，必

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

着力点。就业是民生之本、财富之源、社会稳

定之基，是“六稳”“六保”第一位的任务。要

坚持稳企业保就业同向发力，推动企业尽快

恢复产能、扩大生产，推动税收减免、金融扶

持、要素保障等政策落地，尽力帮助企业特别

是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渡过难关，抓好重

点行业、重点人群的就业工作，稳住市场主

体、保住就业岗位，决不让群众已经鼓起来的

“钱袋子”再瘪下去。群众有了收入，才能激

活消费“一池春水”。要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

略，加快提振消费，持续提高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促进消费扩容提质，推动餐饮、商场、家

政等恢复发展，激发文化旅游消费潜力，形成

传统和新兴相促进、线上和线下相融合、乡镇

和农村相贯通的消费格局。只有稳住经济基

本盘，才能保障充分就业、兜住民生底线。要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着力稳住出口，畅通产业

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千方百计稳

定产业链供应链，持续固链补链强链，促进经

济回稳向好。社会长治久安，民生才有基础、

有保障。要一以贯之稳定社会大局，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妥善解决群众合理

诉求，有效化解“疫后综合征”，守住不发生系

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坚决遏制重特

大事故发生，抓好防汛抗灾工作，确保社会大

局持续安全稳定，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要

厚植发展新优势。这次疫情对经济发展造成

了冲击，但也催生不少新业态新模式，带来了

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的新机遇。我

们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把握好

国家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更加自觉地贯彻

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发展

和转型更好统筹起来，发挥改革的突破和先

导作用，捕捉和创造新突破口、新增长点，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新支撑。要在调结

构转方式上拿出新举措，把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作为主攻方向，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

造业融合发展；在培育新业态新模式上拿出

新办法，抓住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的机

遇，主动布局数字经济、生命健康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在深化改革开放上拿

出新招数，扭住影响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

出问题，推动各项改革往深里走、往实里落，

帮助企业纾难解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不

断提升“四条丝绸之路”建设水平。要把眼

光放得更开阔、更长远一些，在提升基础能

力上持续发力，突出重点、强化弱项，着力在

交通、信息、水利、能源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上谋求新突破、赢得新优势；在实施创新驱

动上持续发力，抓住创新主体、人才、平台、

机制等关键环节，加大开放创新力度，加快

建设中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在推动生态文明

建设上持续发力，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为引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

坚战，深入实施国土绿化提速行动，加快推

进沿黄复合型生态廊道建设，形成绿色生产

生活方式，让天蓝地绿水净的优美生态成为

未来河南的金字招牌。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就要

推进党建高质量。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回望近一个世纪的峥嵘岁月，从嘉

兴南湖红船上寻找光明的摆渡人，到驾驭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领航者，我们党将人民牢

牢放在心上，让曾经是“覆屋之下、漏舟之中、

薪火之上”的国度，于危难中振作、在绝望中

重生，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

明前景。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对国之大者做

到心中有数，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强

调什么，深刻领会什么是党和国家最重要的

利益、什么是最需要坚定维护的立场，切实把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

个维护”落到行动上，坚决把党中央各项决策

部署抓实抓细抓落地。面对严峻形势、艰巨

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加快转

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着力提高政治引领

能力、改革创新能力、驾驭风险能力、群众工

作能力、狠抓落实能力，以铁肩膀担当硬任

务。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

一座堡垒。要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

线，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聚

焦强化政治功能，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筑牢基层基础，着力把支部建强、

把基层抓牢、把基础夯实，全面提升各级党组

织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

社会号召力。要持续转变工作作风，坚持党

员领导干部带头，大力发扬焦裕禄同志的“三

股劲”，倡树“五比五不比”导向，坚决克服形

式主义、官僚主义，持续营造学的氛围、严的

氛围、干的氛围，凝聚奋勇争先、竞相出彩的

强大正能量。

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省

委十届十一次全会暨省委工作会议的召开，

为我省工作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只要

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

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要求和省委部

署，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

务，奋勇争先、攻坚克难，踏石留印、抓铁有

痕，就什么样的风险都能克服，什么样的挑战

都能战胜，什么样的高峰都能攀登，以决战决

胜的优异成绩，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

绚丽篇章！③4

越 是 艰 险 越 向 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