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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栾月琳 通讯员 祝琳
李超）惠济区以旅游业为龙头，加快文
旅、农旅、工旅、商旅、康旅“五旅融合”发
展，带动全域旅游发展。

惠济区拥有国家 4A 级景区郑州黄
河风景名胜区、黄河富景生态世界和黄
河谷—马拉湾海浪浴场等一批休闲娱乐
项目，是市民休闲度假的首选地。今年
以来，惠济区全力以赴抓全域旅游和“五
旅融合”工作，加快实施“旅游+”和“+旅
游”战略，先后设计推出了文化体验游、
文物古迹游、非遗体验游、运河文化游、
滩涂文化游、邙岭休闲游、黄河风光游、
婚纱摄影游等 8条文旅专线；花海游、采

摘游、美食游、农耕游、垂钓游、拓展游 6
条农旅专线；室内休闲体验游、室外休闲
体验游 2条康旅专线；1条工业体验游专
线和 1 条商贸购物游专线等共计 18 条
旅游线路。

惠济区不断完善旅游设施，助力旅
游企业实施“旅游+”战略，促使辖区 10
余家旅游企业实现转型：汉代冶铁遗址
博物馆由传统平面实物展示模式，向以
全息技术为引领、以声光电相结合的现
代模式转变；黄河富景生态园由生态观
光游，向以台湾风情为引领、以日月潭文
化为核心的文旅转型；仙客来坊由生态
餐饮为主，向以诗词文化为核心的文旅

转型，同时引导旅游业在完善“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同时，注重对

“商、养、学、闲、情、奇”现代六要素的培
育：艺茂国际仓吸纳了茶道、香道等元
素，花园口旅游区吸纳了黄河号子、诗词
碑林等元素，黄河逸园吸纳了黄河棋院、
航母舰队、无人机表演等元素，促进了企
业的优质发展。

转变发展思路，助力非旅游企业实
施“+旅游”战略。良库工舍由文创企
业向文旅企业转型；艺茂国际仓由商
业企业向商旅、文旅转型；郑州君兴双
桥酒厂利用“双桥酒酿制技艺”非遗品
牌，打造观光体验区，向工旅转型；双

桥花卉市场由单纯花卉贸易市场向文
旅、商旅转型；黄河澄泥砚非遗展示馆
初步实现了由单一非遗展示向文旅融
合的转型。

惠济区积极开展全域旅游宣传推介
活动。今年以来，惠济区文化旅游局编
印了《走进惠济》《晖曜大运河》《大美惠
济》《惠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画册》《惠济
文物分布图》《旅游扑克牌》等推介品。
今年 4月，“惠济区第一届全域旅游宣传
周”成功举办，期间辖区景区（景点）也开
展了斗马比赛、香道茶道表演等 10多场
特色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向市民充分展
现了惠济旅游的魅力。

惠济区加快实施“旅游+”和“+旅游”战略

“五旅融合”带动全域旅游发展

5 月 16日，嵩岳少室山下，河南省、郑
州市、登封市派驻到登封各贫困村的 117
名驻村第一书记，互动交流产业扶贫工作
经验，推介展示产业扶贫项目和产品（如
图）。在近 3个小时的直播里，30多个展位
百余种农副产品、旅游产品，吸引郑州农产
品流通协会、郑州市丹尼斯、雏牧香等公司
下单订购20余万元。

登封是豫剧《朝阳沟》的故事发生地，
目前仍有 85个贫困村，其中省级贫困村 57
个，郑州市级贫困村28个，是郑州市脱贫攻
坚任务最重的县（市）。如今，新时代的“银
环”“栓保”——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
又深深扎根在了登封的沟沟岭岭，依托山
区实际，探索出了党建+扶贫、旅游+扶贫、
特色种植+扶贫、特色养殖+扶贫、特色农产
品加工+扶贫等模式，着力发展“山沟经
济”。

在徐庄镇大熊山仙人谷景区，十里溪
谷碧水潺潺，各种花木次第绽放。但时光
倒流五年，这里曾是一个山石裸露、无人问
津的穷山沟。2013年，仙人谷成功开发出
3公里溯溪景观，去年接待游客近 20万人
次，综合收入达 600余万元，今年 3月获评
国家 3A 级景区。郑州市级贫困村杨林村

支书毛福有说:“景区在我们村流转土地
300多亩种植花卉，不仅让群众有了固定的
土地收入，而且不少人在家门口有了一份
稳定的工作。”目前，该村150余人在景区就

业，其中贫困群众30余人，贫困家庭在景区
内经营土特产、小吃、副食品的有20多家。

时下，登封已有何家门、范家门、马窑
等 10余个山村通过集聚和转化绿色财富，

使村庄变身景区，村民变成“股民”，把山沟
沟建成了“金沟沟”。

在不具备旅游资源禀赋的贫困村，登封

市坚持一村一品，加大产业发展力度，千方

百计促进贫困群众增收。在石道乡范庄村

的丝瓜鞋垫加工生产车间，贺小红正在电动

缝纫机前埋头工作，“嗒嗒”声中，一只鞋垫

很快做好了。48岁的贺小红既要照顾年迈

的婆婆，还要照顾生病的丈夫、上学的孩子，

在产业扶贫基地上班后，有了稳定的收入，

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登封市房管中心驻范

庄村第一书记刘冠军介绍，像贺小红这样在

村里就业的妇女有 30多名。今年年初，驻

村工作队对村里废弃厂房进行改造，从浙江

宁波引进技术开始丝瓜鞋垫加工。目前，范
庄村丝瓜种植面积已达100亩。

目前，从登封“山沟经济”中长出来的
“小仓娃”芥丝、石道“中灵山”核桃、“五指
岭”金银花茶等产品已享誉全省，石道牛
肉、茶亭沟红薯、范庄丝瓜鞋垫、赵庄艾草
系列产品、申家沟老布鞋等正逐步打开省
内外市场，全市已有 8347户 35553人实现
脱贫。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岳俊辉 王
磊磊 文/图）昨日，中牟县开启一年一度的“瓜
乡大道”风情采摘游助力脱贫攻坚活动。

中牟县西瓜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6.5万亩
左右，主要分布在姚家镇、韩寺镇、黄店镇、官渡
镇、刁家乡、东风路办事处，中牟县西瓜自5月1
日开始收获上市，7月底收获结束。

此次采摘游活动围绕省道223线和中刁
路两侧设计了两条精品采摘线路，活动内容
丰富、线路选择灵活多样，在满足市民采摘西
瓜、果蔬的同时，还可就近到农业园区享受自

然风光与美食，到历史古迹处感受中牟的文
化底蕴。两条线路共安排采摘点70余个，涉
及贫困村 3个、贫困户 11户。结合中牟县西
瓜栽培类型、不同品种成熟时间，本届采摘活
动从5月初持续至7月初。

在采摘游活动期间，还将于 6月份进行
西瓜擂台赛活动，通过开展瓜王争霸、百人西
瓜宴、西瓜雕刻、快乐挑夫、西瓜套圈、品种展
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农户提供西瓜生产
技术交流平台，有效提升西瓜优质品种、新型
生产模式覆盖率。

中牟县开启“瓜乡大道”风情采摘游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
讯员 秦惠丽）近日，曾经是荥
阳扬尘治理中老大难、污染源
之一的商品混凝土搅拌站，悄
然变了模样，坐在办公室轻点
鼠标就能查看各个商混搅拌
站实时监控，门口进出车辆喷
淋设施齐全，厂区道路硬化，
露天仓料间统一加盖防尘棚、
定期喷淋水雾，污染最严重的
物料传送带全部封闭，确保输
送环节不会产生任何扬尘，
PM10 环境监测仪实时监测，
技术负责人每天在微信群上
报本厂的生产数据和PM10环
境监测仪数据……

今年以来，荥阳市住建局
质监站狠抓辖区内商混搅拌站
的PM10综合整治工作。面对

商混搅拌站扬尘污染防护工作
基础薄弱、改造资金投入过大、
积极性不高的现实，工作人员
逐户上门走访，召开座谈会 20
余次，争取企业的支持和配
合。同时抽调 6人，成立扬尘
治理专项整治小组，进驻全市
22家商混搅拌站，采用列出扬
尘治理改造任务清单、倒排工
期、每周通报的形式，加速改造
进程，重点对厂区绿化、防尘抑
尘、生产设施除尘设备配备、原
材料储运防尘和运输环节喷淋
进行整治和规范，共启动改造
项目 119项，投入扬尘治理改
造资金上千万元，下发了限期
整改通知书 232份，处罚决定
书10份，迅速扭转了商混搅拌
站的扬尘治理工作。

荥阳强化商混搅拌站扬尘治理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讯员
陈静洲）“这个小朋友想要一本画
册，我来帮他实现吧！”昨日上午，二
七区淮河路街道举办了“联心公益
节”，活动以“党建引领公益淮河 感
恩有您助力温暖”为主题，以即将到
来的“六一”儿童节为契机，结合党
员活动日，组织辖区党员实现困境
青少年微心愿，助力公益街区建设。

活动现场，街道 50 多名党员
对首批征集到的 34个困境青少年
50 多个微心愿进行认领，为困难
儿童送去了书包、文具盒、课外读
物等小礼物，满足了他们的小心
愿。现场，辖区人大代表、爱心企

业等也通过“社区互助银行”注入
爱心物资，为辖区困境青少年建立
了成长“战备库”。参与街道第二
届公益创投的社会组织及参与街
道“联心公益节”的爱心单位、爱心
商家分别进行了项目展演及爱心
义诊、爱心义卖等活动。活动结束
后，街道党员入户走访慰问微心愿
青少年家庭，传递爱心，共筑温暖。

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党
建带动、党员示范，街道组织辖区
各行各业、各阶层人士广泛参与街
区中心工作，实现街区发展群策群
力、发展成果人人共享，持续打造
温暖情怀共享街区。

淮河路街道
联心公益节温暖随行

“共产党人生命有两个起
点，离开母体，拉开人生的序
幕；经过更长时间沉淀，加入党
组织，展开政治旅途。记住政
治 生 日 ，是 对 入 党 誓 言 的 践
行。”昨日上午，南阳路街道阳
光社区为一位特殊的老党员举
办政治生日，他就是 88岁高龄
的汤世柱老人，1951年 5月，老
人在抗美援朝战场火线入党，
到2018年党龄已67年。

“送上一个祝福，佩戴一枚
党徽，赠送一次党建读物，进行
一 次 谈 话 ，接 受 一 次 思 想 洗
礼。”社区书记汤永浩告诉记
者，社区党员志愿者践行“五个
一”，登门为汤世柱老人送上祝
福、生日蛋糕，佩戴党徽，并送
上准备好的党建读物。

老人回忆起当年在朝鲜战
场上入党的故事时，仍然感慨
万千：“看到你们年轻人，就好

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我
是从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
知道生活的艰辛，你们生在了
美好的时代，一定要好好为祖
国发展做贡献。”老人的叮咛和
嘱托像一根鞭子，鞭策和警醒
着在场的年轻党员。

临别之际，老人拉着党员
志愿者的手话别：“谢谢党组织
关心，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都
是党给的，只要党组织需要我，
我一定要奉献，把红色基因传
承下去。”

据介绍，政治生日是党性
教育的“加油站”，服务群众的

“连心桥”，固本强基的“大熔
炉”，“阳光社区将继续把党员
冷暖放心上，为他们送去贴心
的慰问和祝福，让他们充分感
受到党组织大家庭的关怀和温
暖，把服务社区老党员制度化、
常态化。”汤永浩说。

本报讯（记者 王思俊 通
讯员 娄璞 杨丽）日前，管城
区科协“感恩母亲，‘孝’行科
普”诗文诵读活动举行，100
余名来自管城区机关和社区
科普大学的学员和科普志愿
者参加。

近年来，管城区科协积极
打造科普大学、科普教育基地

等平台开展科普宣传、科普讲
座、科技培训等活动，不断提
高辖区群众科学素养。诵读
活动朗诵以孝敬母亲、感恩母
亲、热爱生活等为内容的经典
诗歌、散文和其他体裁形式贴
近生活的原创作品，弘扬和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促进家庭和
睦、社会和谐。

诗文诵读活动
弘扬传统文化

昨天，花园路街道办事
处通信花园社区为期 3 天
的“第三届社区之春文化庙
会”圆满落幕。尽享社区庙
会的居民亲切地称之为“我
们的春晚”。

小小社区的文化庙会
何以赢得百姓如此高的点
赞？一个小社区囊括了银
发调解服务队、平安义务巡
逻队、互助养老服务队、党员
便民服务队等 16个社区群
团组织，拥有近 200人的志
愿者，几乎人人有“绝活”，尤
其是一年一度的“社区之春
文化庙会”，为期 3天，歌舞
专场、手工制作展、花卉盆景
展等十七八项活动均由社
区群团自己承办，会参与的
居民达五六千人次。

第一天上午，开幕式和
歌舞专场，社区“文艺人儿”
悉数登场，尽显风采；下午，
棋 牌 麻 将 赛 ，200 多 人 参

加；第二天上午，京剧专场，
下午犬友会的文明养犬新
生活，狗狗才艺秀憨态可
掬；第三天上午，豫剧专场，
地方戏接地气，居民把小广
场占了个满满当当。下午，
便民服务专场会——热腾
腾的包子、发糕，香喷喷的
蛋糕、曲奇，刚一端上就被
等候已久的居民一抢而空；
修小家电的，理发的，失业
招聘的，牙科、骨科义诊的，
司法律师咨询的……小广
场上人山人海，使文化庙会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通信花园社区的文化
庙会就是一个大舞台，是百
姓文化的“金光大道”，缩短
了邻居间的距离，树起了正
能量旗帜。

我们的社区像花园，这
在通信花园社区可谓情景
交融，难怪大家称之为我们
的“春晚”。

老去的是岁月 不变的是信仰
本报记者 郑磊 通讯员 汤永浩 张璟梅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 通
讯员 魏薇）“我需要一个电
磁炉”“需要米面油”“需要一
个电饭锅”……在二七区民
政局党员志愿者的笔记中，
记满了困难家庭的微心愿。
随着二七区民政局“五个党
员服务平台”的建立，这些

“微心愿”在区民政局党员志
愿服务队的帮助下变成了现
实。

据介绍，今年以来，二七
区民政局积极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通过构建党员服务五
大平台，着力实施“点亮微心
愿传递大温暖”活动，架起了
党 员 干 部 和 群 众 的“ 连 心
桥”：一是依托二七区社会救
助爱心超市，建立党员爱心
奉献平台，定期组织开展党
员爱心救助爱心捐赠、结对
帮扶救助等项活动；二是依

托二七区中心敬老院，开展
敬老、爱老、助老志愿服务，
定期组织局全体党员开展针
对五保、孤寡老人的慰问帮
扶活动；三是依托二七区临
时救助站，定期开展流浪乞
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志
愿者服务活动；四是依托党
员志愿者服务平台，结合民
政职能工作特点，深入各社
区开展不同类型的志愿服务
活动，以“在职党员进社区”

“实现微心愿、开展微服务”
等活动为载体，开展以困难
救助、文明交通、文明城市创
建、清洁家园等为主要内容
的志愿服务活动；五是依托
社会救助科、行政服务科等
民政服务窗口，着力开展群
众满意窗口、优秀服务标兵
的创建活动，努力提升服务
质量和水平。

党员志愿者服务队
温暖送到群众心里

通信花园社区的“春晚”
本报记者 党贺喜 通讯员 张统晓 李聪聪文/图

大石桥街道
办事处有针对性
地开展劳动技能
培训，为农民工就
业 创 业 提 供 便
利。图为该街道
举办的“农村劳动
力技能培训班”，
免费对40余名农
村劳动力进行中
式烹饪技能培训。
通讯员 杜志恒 摄

驻村第一书记及工作队员致力发展“山沟经济”

把山沟沟建成“金沟沟”
本报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宋跃伟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