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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收到河北游客来信

两日旅途让她爱上“老家河南”
本报记者 成燕 文/图

137个项目入围
河南建设科技进步奖
本报讯（记者 曹婷）“经过专家评审，137个项目授予 2019年

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及绿色建筑创新奖。”记者 27日从省住建
厅了解到，为推动我省建设行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引导绿色建
筑发展，2019年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及绿色建筑创新奖获奖项
目名单公示，共有137个项目入围。

根据相关规定，省住建厅拟对住建领域科研开发、技术创新、
推广应用以及支撑绿色发展、高质量发展、智慧发展的先进适用技
术等取得显著成效的优秀建设科技成果给予奖励。同时，按照住
建部绿色建筑创新奖、省科学技术奖要求推荐我省行业参评项目。

据了解，经省住建厅建设科技进步奖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拟
授予“高动能水流作用下堤防边坡稳定性研究”等 137 个项目
2019年度河南省建设科技进步及绿色建筑创新奖，其中，建设科
技进步一等奖 55项、二等奖 47项、三等奖 30项，绿色建筑创新一
等奖3项、二等奖2项。

此次公示期至 6月 3日，其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项目持
有异议，均可提供书面材料及证明文件。省住建厅明确，提出异议
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须加
盖本单位公章；个人提出异议的，须在书面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
名。匿名异议和超出期限异议将不被受理。

全省导游大赛下月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为

不断提升导游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展示我省导游队伍职业风采，
传播行业正能量，该厅将联合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于 6月上
旬共同举办第五届全省导游大赛。

此次大赛主题为“心灵故乡 老家河南”，参赛人员包括持有电
子导游证且从事导游服务一年以上的导游，或持有景区（点）讲解
员证且在景区（点）从事讲解服务一年以上的专业讲解员。大赛重
点围绕导游职业道德修养、综合知识储备水平、讲解服务能力、沟
通协调能力、突发事件应对能力和文明旅游引导能力进行职业技
能比拼。主要内容包括自我介绍、导游讲解、才艺展示、知识问答、
情景再现五个部分。

大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对于在全省决赛中取得突出
成绩的个人和单位，将由主办单位予以鼓励。面向选手设置一等
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对于获得一等奖的，由各地
团委按程序申报“河南省青年岗位能手”称号；对于获得一等奖、二
等奖且符合条件的女选手，由各地妇联按程序申报“河南省巾帼建
功标兵”称号。

“高铁游”成端午热词

大数据显示，6月7日至9日起
飞的国内航班平均票价分别为553
元、591元、529元，国际机票平均票

价分别为743元、757元和 924元，

整体票价较“五一”小长假略低。

目前，端午国内机票预订量较

大的航线主要有：上海—深圳、西

安—广州、北京—深圳、上海—广

州、广州—上海、深圳—上海、昆明

—广州、南宁—上海、北京—广州、

上海—哈尔滨。端午国际机票预

订量较大的航线主要有：上海—东

京、首尔—青岛、上海—首尔、北京

—东京、北京—首尔等。

端午小长假期间铁路客流仍将

呈现出“双驼峰”趋势，也即在小长假

前一天和小长假最后一天为出行高

峰，6月10日以后逐渐恢复到正常。

随着国内高铁路网规模的快

速增长，人们出行的距离大大提

升，高铁成为端午小长假期间中短
途出游的首选。“高铁游”也带动高

铁沿线酒店、民宿、景点等的预订，
“高铁+酒店”“高铁+用车”“高铁+
景点”等产品销售火热。

个性化民宿产品受青睐

作为时下比较流行的新住宿
方式，更具个性化、贴近当地生活
的民宿产品成为年轻人的首选。
数据显示，在预订民宿产品中，18
岁至 24 岁的用户最多，占比达
37.14%。同时，女性相较于男性
更加偏爱特色民宿产品，女性预订
民 宿 产 品 的 用 户 比 例 达 到
64.34%。端午小长假期间，成都
是最受欢迎的民宿城市，其次分别
为北京、广州、重庆、上海、厦门、西
安、杭州、深圳、南京等。

虽然小长假只有 3天，但不少
人还是利用年假，选择“请 4休 9”
的拼假方式，度过一个惬意的休闲
时光。数据显示，预订国内酒店的
平均房价为270元，其中北京的人
均房价最高，为 399元，其次为青
岛、厦门、南京、上海等城市。

主题乐园人气最旺

端午小长假期间，不少以水为
主题的乐园、气候凉爽的度假地，

将逐渐迎来旅游客流高峰。北京

欢乐谷、上海迪士尼乐园、深圳世

界之窗等游乐园依旧火爆，广州长

隆水上世界、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珠海长隆海洋王国等主题乐园人

气居高不下，古北水镇、灵山小镇

拈花湾、成都动物园、南京总统府

景区、宜兴竹海风景区等景区涨幅

明显。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端 午 小 长

假，国内游热门目的地排名前十

位的依次为：三亚、丽江、乌鲁木

齐、张家界、兰州、张掖、敦煌、昆

明、西宁、桂林。

端午出境游需求旺盛，大阪、

东京、曼谷、芽庄、巴厘岛、新加坡、

莫斯科、巴黎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最

热门的出境旅游目的地，日本、泰

国因地缘优势和性价比，牢牢占据

出境游人气目的地国家榜单前列。

礼让斑马线
文明在心中

本报讯（记者 郑磊）昨日早上，市民李大妈带着孙女在英
才街师范学院过马路时，还没等志愿者举起“小红旗”，两辆相
向而行的汽车都自觉地减速停车，让她们先行通过。这温馨
的画面，是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一个缩影，也是“礼让斑
马线”在绿城推行一年有余的成果。

这些志愿者来自于公交二公司，她们一大早就来到了英
才街师范学院站路口，统一身披“创建文明城市”的绶带，手持
印有“礼让斑马线，文明我先行”宣传标语的小红旗，对过往此
路口的行人和车辆进行宣传和督导。

“请您等一下，等绿灯亮起才能通行！”一名行人因为着急
赶时间想闯红灯过马路，被正在路口开展志愿服务的志愿者拦
住，志愿者举起提示牌，并耐心讲解文明出行的重要性。

“人让车，让出一份文明；车让人，让出一份安全；车让车，
让出一份畅通！”志愿者表示，斑马线是生命线，礼让斑马线，
尊重行人、以人为本，反映的不仅仅是对生命的尊重，更折射
出市民的素质和城市的文明，“希望机动车驾驶人增强礼让斑
马线意识；也提醒广大行人，不要漫不经心地一边低头玩手机
一边过马路，否则，不仅让礼让车辆等待时间较长，也不利于
自身安全。”

我市表彰“十佳儿童”“十佳家长”
本报讯（记者 李娜）“六一”儿

童节来临之际，我市这些儿童家长
们被表彰了——市妇联、市教育局
联合开展了郑州市“优秀儿童”“十
佳儿童”“优秀家长”“十佳家长”评
选活动。通过逐级选拔、评选审核，
最终评选出郑州市“优秀儿童”100
名、郑州市“优秀家长”60名、郑州
市“十佳儿童”10名、郑州市“十佳
家长”10名。

据悉，这些“优秀儿童”“优秀家
长”“十佳儿童”“十佳家长”自觉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参与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注重传承好家
训、弘扬好家风，展现了新时代典型
风采，为广大未成年人树立了学习
榜样。

其中，荣获郑州市“十佳儿童”的
分别是荆彤、李俊言、吕依林、申淇
榕、王柄尧、王珞彤、王翛然、王苡萱、

王昭霖、吴放烜。获得郑州市“十佳
家长”的分别是：安琪、白巧珍、房晓
东、郭旭兰、李瑞燕、李智瑛、孟玲玲、
陶小莉、王艳丽、辛晓青。

此外，郑州市妇联联合郑州市
教育局还表彰了一批热心儿童事
业、为儿童生存发展环境做出积极
贡献的郑州市儿童工作先进集体
40 个，郑州市儿童工作先进个人
60名。

造福更多心脏病患者

首届中原TAVR
高峰论坛成功举行

本报讯（记者 汪辉 李京儒 通讯员 荣文翰）第一届中原
TAVR高峰论坛近日在我市召开，来自省内外众多心内科专
家进行了TAVR知识的精彩授课和经验交流。

TAVR 是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的英文缩写(Trans-
catheter Aortic Valve Replacement)，是一种通过微创介
入导管植入人工膜治疗主动脉瓣狭窄的手术。TAVR技术
与左心耳封堵和正在临床实验阶段的二尖瓣关闭不全被称为
心脏的三大创新技术应用。

TAVR在国际上已是一种非常成熟的手术方式，全球已
有超过 30 万例患者通过此技术获益。更为重要的是，在
TAVR手术中，无须开胸、也不需要在心脏（心尖）打孔，心脏
科医生只需在患者股动脉进行穿刺，通过介入导管将人工主
动脉瓣膜送到心脏瓣膜工作区域并将其展开，从而替代老化
狭窄的自身主动脉瓣膜进行工作。具有创伤小、术后恢复快
等优点，患者通常只需要住院几天就可以出院，为老年、高危
患者避免了开胸及体外循环等风险，成为不耐受外科手术的
严重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生存希望。

“TAVR手术需要一个团队的密切配合，我们医院是目
前河南省唯一一家可以独立完成 TAVR手术的医院。”郑州
市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袁义强表示，作为一项新的技术有一定
门槛，TAVR一般市级医院都没有开展此项手术，只在少数
大医院开展。目前该院在河南已开展了 30例 TAVR手术。
第一届中原 TAVR高峰论坛的召开，一方面主要是从理论、
技术、操作到病人的管理等各方面对青年医师进行培训；另一
方面也是想让更多医生了解这项技术，不至于遇到需要做
TAVR手术的病人时束手无策。

多部门齐抓共管

治理地铁5号线
出入口交通环境

本报讯（记者 孙志刚 通讯员李志超）地铁5号线的开通，
为市民出行又提供了一条线路选择，人流聚集对地铁出入口也
造成了一定的交通压力。日前，中原区秦岭路街道杜康社区加
大对5号线地铁口的环境治理，让市民出行更快捷、更方便。

此次治理，以地铁口机动车、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施工垃
圾堆积、小广告乱贴乱画、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为重点。杜康
社区联合秦岭路街道城管科、交警二大队、秦岭执法中队、城
市协管等 30余人，对 5号线桐柏路站地铁口及辖区各主干道
进行综合治理。治理中，对于涉及单位和部门及时联系，对施
工的垃圾裸露进行了妥善处理。

此次行动中，共清理共享单车150余辆，机动车违停贴条
30余辆，劝导摆放乱停乱放非机动50余辆，取得了显著成效。
下一步，该社区还将继续联合有关部门，建立长效综合治理机
制，对沿线地铁口进行常态化管理，为市民出行营造良好环境。

省文化和旅游厅近日收到这样一封特
殊来信，写信人是河北省衡水市市民张淑
丽，她在信中讲述了“五一”前夕来河南旅
游时所看、所感、所悟，短短几天的旅程收
获了满满正能量，所到之处河南人的热情
好客以及各大景区的温暖服务给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张淑丽说，“五一”前夕，他们一家
自驾旅游并拟定了行走路线，本打算直
奔湖北，可当车子驶入河南地带，高速
收费员的微笑服务就给张淑丽一家带
来了一股春风，于是他们决定在河南停
留一两天。

张淑丽在信中介绍，他们一家在河南
先后游览了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封府，洛阳
牡丹园、龙门石窟以及焦作云台山。每到
一个景点，服务人员都是面带微笑，且耐心
地服务。

“河南的街道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干净、整洁；高速公路宽敞、平坦。河南
人民，我为你们点赞！”在张淑丽这封信中，
字字真情、满满感动。

伴随着河南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
展，像张淑丽一样游河南、爱上河南的例子
很多。就在去年国庆期间，上海 60后女作

家石磊的 5篇游记《亲爱的豫》火爆微信朋
友圈，文章记录了她的 8天河南文化之旅，
倾情描述了她对河南的喜爱，引发了不少
读者对河南的兴趣。

“河南这个地方是任何时候让我去，我
都会有激情去的地方。”在河南，石磊先后
游览了北宋皇陵、巩义石窟寺、康百万庄
园、洛阳古城丽景门、洛阳博物馆、新安千

唐志斋、南阳汉画馆、武侯祠等地，所到之
处并非人山人海的热门景点，但无不彰显
着厚重的中原文化。 她感叹：“一路驰骋，
河南这个地方，动不动就是两千年的人物
曹操孔明武则天，开口就是商周秦汉，几乎
处处辉煌，脚脚有灵。”

从石磊到张淑丽，从点赞“人文景观
美”到“服务质量美”，正是我省文化旅游高
质量发展生动实践的真实写照。省文化和
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河南已经成
为全国游客热衷的文化旅游目的地，而旅
游的美好不仅在于靓丽的风景，还在于那
些美丽的邂逅和不期而遇的感动，我们注
重在文化品位和景区质量提高的同时，也
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公共服务水平，从推进

“厕所革命”“智慧旅游”“全域旅游”等方面
下功夫，规范旅游市场经营秩序，让游客放
心、贴心、舒心，让更多的人行走河南、了解
河南、爱上河南。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为更好
推动河南文化旅游“走出去”，目前，我省正
全力打造“老家河南”“中国功夫”两张牌以
及中华古都游、中国功夫游、中原山水游、
黄河丝路游等四条精品旅游路线，更好地
满足人们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聚焦重点 重拳治乱

严打国土资源
领域黑恶势力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我
市国土资源局聚焦重点环节和核心部位，在集体土地使用、
征地拆迁、补偿安置、项目招投标等领域开展集中治理，整治
行业乱象。

连日来，国土资源局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深入县（市、区）
局、相关矿山企业、土地整理项目施工企业，详细问询和全面
掌握企业进驻、施工过程中遇到的涉黑涉恶问题，并鼓励社
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踊跃举报，揭发有价值的线索。

聚焦重点，重拳治乱。在集体土地使用方面，严打黑恶
势力垄断集体土地资源，非法买卖、转让集体土地、破坏农用
地等；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方面，严打黑恶势力采取暴力威胁
等非法方式胁迫征地拆迁，寻衅滋事、煽动闹事、阻挠征地，
敲诈勒索、侵吞、挪用征地补偿费和其他有关费用等；项目招
投标方面，严打黑恶势力在土地整治、旧村改造、矿山环境治
理、生态修复等项目招投标中，恶意竞标围标、限制竞争、强
揽工程等；自然资源权益方面，严打黑恶势力在国有建设用
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等出让、转让、出租过程中，恶意竞
标围标、扰乱市场秩序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方面，严打
黑恶势力非法勘查、开采、破坏矿产资源等；行业管理方面，
严打黑恶势力欺行霸市、垄断经营、破坏行业管理秩序等；执
法查处方面，严打黑恶势力暴力抗法，阻碍执法，威胁打击报
复执法人员等；履职方面，严打党员干部及其他所有行使公
权力的公职人员，对黑恶势力包庇、纵容、充当“保护伞”等。
广泛发动，深挖线索。

畅通举报渠道。及时向社会公布国土资源领域黑恶势
力及其保护伞违法犯罪线索举报电话和邮箱，在明显处设举
报箱，发动广大人民群众举报犯罪，提供线索。

加大宣传力度。在全市悬挂宣传条幅、固定标语 760余
条，在各个行政村（社区）张贴《关于公开征集国土资源领域
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通告》2000余张，对每个案件下达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违法线索核实交办通知。截至目前，该局
扫黑除恶办已接到群众举报线索43条，有关核查处理工作正
在强力推进中。

端午端午临近临近
粽子粽子飘香飘香

扫黑除恶进行时
端午节即将来临，市区各超

市、商场纷纷设立粽子一条街或粽
子专柜，精装、简装的各色粽子琳琅
满目，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空间。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端午小长假旅游消费趋势报告》发布

主题乐园人气旺 出境游需求高
本报记者 成燕

即将到来的端午节小长假恰逢高考，探亲游及毕业游等客流叠加使得端午期间旅游需求上
涨。昨日，同程艺龙联合同程旅游发布的《端午小长假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端午节小长假
机票价格略低于“五一”，铁路客流仍将呈现“双驼峰”走势。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带动住宿需求明
显增加，年轻女性用户更偏爱民宿产品，主题乐园人气最旺，邮轮产品受亲子家庭青睐。

开启“心通道”慈善助援疆
本报讯 昨日上午，2019年“心通道”——郑州慈善心理援疆

项目在哈密市四中正式启动。来自郑州市冀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的11名心理专家将在15天的时间里，走社区、进农村、下企业、到
学校、入农家，围绕大家关心的压力减负、家庭教育、亲子关系、人
际沟通、家庭幸福等话题，义务开展心理疏导和个体咨询。

随着“六一国际儿童节”的临近，郑州援疆工作队在此次仪式
上为哈密市四中、幸福村小学、哈密市七小、天山乡二道沟小学捐
赠了一大批体育教学用品，向哈密市的广大少年儿童表达着节日
的祝福。

郑州慈善援疆是郑州社会组织援疆的一部分，2018年，应郑
州援疆工作队的邀请，“心通道”心理援助专家团队跨越了2500公
里，在哈密市伊州区十几个乡镇、学校举办了36场心理课堂，受惠
群众达3000多人，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

在今年的“心通道”——郑州慈善心理援疆项目活动中，11
名心理专家团队将开展为期 15天的心理疏导和个体咨询。他们
将运用丰富的心理学知识和鲜活的案例，阐述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社会稳定、家庭和睦的深刻意义。心理专家们还根据不同年
龄段的学生特点和学业要求，给予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激发孩
子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克服不良习惯，开发学习潜能。针对当前
伊州区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个别基层干部心理压力
过大的情况，专家团队还针对性地开展认识压力、对待压力、化
解压力的心理疏导。 （常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