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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赏花
灯、逛庙会、看杂技、观民俗，今年春
节旅游黄金周，我市精心准备的丰
盛“文旅大餐”年味十足，给 160.42
万人次游客带来优质旅游体验。

春节期间，我市各大景区活动
异彩纷呈，灯展和民俗活动成为重
头戏。在云台山景区，每当夜幕降
临，云溪谷被灯光装扮得五光十
色、一步一景，大型冰雪灯展、户
外冰雪乐园以及民俗表演等吸引省
内外游客纷至沓来。2 月 7 日、8
日，中央电视台两天内 10 次聚焦
云台山春节假日旅游盛况。2 月 7

日，精彩的河北吴桥杂技表演亮相
月山寺新春文化庙会，尽管气温骤
降，但仍有大批游客涌入景区感受
红红火火的年味。

月山寺景区的冰雪艺术节、陈
家沟景区的第三届太极传统文化大
型花灯节、嘉应观景区的第二届国
学文化大型灯光艺术节、神农山景
区的首届豫台文化风情年新春庙
会、焦作影视城 2019 第六届“年
之味”新春文化庙会和传统灯会也
都各具特色。陈家沟传统舞虎、司
马懿得胜鼓、武德镇抬鼓等极具焦
作特色的民俗表演，来自我国香港

的精彩马戏表演，绚烂的打铁花、
神奇的川剧变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一呈现，同样深受游客欢迎。

白天逛庙会、晚上赏花灯，丰
富的春节假日旅游市场供给不仅给
焦作旅游带来火爆的人气，还给广
大游客带来优质的旅游体验，受到
游客广泛赞誉。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昨日公布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月4日至
10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 160.42 万
人次，同比增长23.58%；旅游综合
收入12.06亿元，同比增长19.08%，
实现文旅融合“开门红”。①2

我市春节黄金周“文旅大餐”年味足
带给160.42万人次游客优质旅游体验

本报讯 （记者杨丽
娜）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
之时，我市不少企业机
器轰鸣，呈现一派热火
朝天的生产景象。大年
初五，市委副书记、市
长徐衣显带领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到中站区检
查工业企业运行情况，
调研北部生态产业新城
建设情况。他强调，全
市各级各部门和企业都
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有关指示要求，强化
要素保障、畅通各个环
节 ， 开 足 马 力 加 快 生
产、安全生产、绿色生
产、智慧生产，奋力夺
取首季开门红，确保全
市经济高开稳走。市委
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民
生一同检查调研。

在龙蟒佰利联，徐
衣显详细了解了年产3万
吨钛合金新材料暨分布
式能源项目进展情况。
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龙
蟒佰利联将成为国内首
家具有“钛矿—钛渣—
四氯化钛—海绵钛—钛
合 金 ” 完 整 产 业 链 企
业，从亚洲最大的钛白
粉生产基地发展成为亚
洲最大的高端钛合金生
产企业。徐衣显强调，
要通过提升产业紧密型
链条，构建企业循环经
济发展系统，进一步提
高产品综合效益、提升
市场竞争能力、占领行业制高点，加速企业高质量发展。

多氟多正在实施智慧企业、智能制造、智才聚集“三智工
程”。对多氟多勇于走创新引领、技术引领之路，徐衣显给予充
分肯定，要求有关部门在健全招才引智普惠政策的同时，进一步
完善人才引进机制，充分发挥好企业主体作用，增强人才引进的
针对性、实效性、精准性。徐衣显强调，要建设智慧企业，更要
打造智慧园区。要把西部产业集聚区作为重点，围绕主导产业延
链补链，规划设计产业体系，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发展内部循环
经济、数字经济，打造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融合化智慧园
区，为工业产业集聚发展、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杆示范。

在风神轮胎，徐衣显听取了企业转型升级、未来发展规划等
情况介绍。徐衣显指出，风神轮胎老厂区搬迁势在必行，早搬早
主动、晚搬更被动，希望风神轮胎公司认真落实好中化集团主要
领导关于“建设一个新企业、打造一个新地标”的目标要求，加
快搬迁步伐，早日腾笼换鸟，搬出质量效益、搬出核心竞争力、
搬出一片新天地。

面对经济下行压力，龙星化工一手抓环保、实现超低排放，
一手抓经营、保持稳增态势。（下转第八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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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本报通讯员 宋祖恒

亲不够的故乡土，恋不完
的家乡水，这曾是我奋斗过的
地方，这曾是我修建的厂房，
我曾揣着梦想远走他乡。今
天，故乡的新景，点燃我心中
回乡创业的梦想……2 月 9 日，
武陟县西陶镇举行别开生面的

“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恳
谈会。

“今天是农历正月初五，借
此在外人员返乡探亲的机会，
我们组织这场恳谈会，就是让
这些曾经为家乡作出贡献的能
人体验一下家乡新环境、新变
化，共叙友情，献计献策，架
起信息桥梁，让有识之士返乡
再施才华。”西陶镇党委书记冯
会民说。

两年来，西陶镇经过不懈

的努力，投资环境更加优化，
新建项目异军突起，财政收入
连续两年递增20%以上，“四好
农村路”、人居环境都成为县、
市新亮点，被评为全国综合实
力千强镇。

8 时 30 分，48 位西陶镇在
外知名人士准时聚集在镇政府
大院，谈笑风生，相扶相让，
一起乘车观摩全镇交通、产业
和美丽乡村等建设情况。在泰
丰食用菌生产基地，项目投资
上亿元，顾客盈门。进入大棚
内，丰收的菌菇真是“菇”舞
人心，大家围着一个约15公斤
重的白灵芝菇，不停地拍照。
一位名叫宋建成的老板对记者
说：“我在新疆就是做这方面经
营的，不知家乡还有这么好的
菌姑。我先拍下来，发到新疆
朋友圈，明天就派人来洽谈订
购。”

（下转第八版②）

点燃回乡创业梦想
——武陟县西陶镇“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恳谈会见闻

本报讯（记者焦娇） 2月3日
上午，市委书记王小平以普通党
员的身份参加所在的市委办公室
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与党员
同志面对面谈心、零距离交流。
他强调，市委办公室干部要带头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持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
态，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展
现新形象、展示新作为。

会上，各位党员紧密联系自身
思想、工作和生活实际，谈认识、谈

不足、谈打算，进一步明确了今后
的努力方向，达到了交流思想、增
进团结的目的。市委组织部有关
同志到会指导并作了点评。

在认真听取发言后，王小平
联系工作实际与大家谈心交心，并
充分肯定了市委办公室过去一年
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召
开好这次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是强
化党员意识、贯彻党章规定、严肃
党内政治生活的要求，对锤炼党员
党性、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市委办公室作为

焦作市的“司令部”“神经中枢”，在
全市工作大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政
治上要做到强，坚持以政治建设为
统领，明确“政治机关”的定位，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折不
扣落实好中央、省委和市委的决策
部署，始终做对党绝对忠诚的表
率。

王小平要求，业务上要做到
精，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全面吃透中央、省委和市
委的各项政策，深入研究党建、
新型城镇化建设、乡村振兴、转
型升级、全域旅游等工作，准确
把握我市发展规律，持续提升

“三服务”能力和水平。要坚持走
出去学习新理念、新知识、新举
措，大力弘扬焦裕禄同志的“三
股劲”，充分发挥干事业的那股拼
劲，不断拉高工作标杆，细致、
严谨、扎实地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王小平强调，作风上要做到
严，锤炼更高的思想境界，严守

政治纪律规矩，争做干净担当、
廉洁自律的表率，努力建设一支
精益求精、严谨细致、勤奋刻
苦、踏实务实的过硬队伍，为加
快建设“四个焦作”、早日跻身全
省“第一方阵”、把我市建设成为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城
市，致力打造精致城市、品质焦
作，在中原更加出彩中出重彩、
更精彩作出更大贡献。

会后，王小平到马村区检查
机关值班情况，到市中医院检查
医院值班运行情况。①2

王小平参加市委办公室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大年
初四，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
带队到影视城、云台山、陈家沟
等地，检查文化活动和旅游景区
各项工作，并慰问坚守岗位的干
部职工。他强调，要大力弘扬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多新时
代主题、焦作元素融入传统民俗
文化，让旅游景区更加安全有
序，让市民游客在多姿多彩的文
化盛宴中欢欢喜喜、安安全全过
大年。副市长牛炎平一同检查。

赏花灯、忆年俗、品年味、
过大年。焦作影视城2019第六届

“年之味”新春文化庙会正在举
行，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徐
衣显察看了庙会有关活动开展情
况，详细了解安全保障等措施，
要求相关单位结合百城提质工
程，进一步加强影视城及周边大
沙河改造提升等项目基础设施建
设，致力连片打造精品亮点，尤
其要做好“以文化城”这篇文
章，把更多的新时代主题、焦作

元素融入民俗文化活动中，让市
民群众记得住乡愁、留得住年
味、弘扬社会正能量。

“你的节日，我来坚守”。在
云台山，徐衣显与正在执勤的武
警官兵、公安民警、消防队员一
一握手、嘘寒问暖，感谢他们为
保障景区安全和正常运转、维护
焦作城市旅游形象作出的贡献，
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向他们致以
节日问候和新春祝福。

徐衣显详细了解云台山春节

期间旅游人数、门票收入等情况，
认真听取了景区特色活动开展、安
全隐患排查、节日氛围营造等情况
汇报。他强调，要针对游客新需求
新期待，与时俱进创新更多文旅结
合新业态、开发更多文旅结合新产
品，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同时，要始终把保障游客安全放在
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加大隐患排查力度，坚决杜绝安全
事故发生，让每一位游客开开心心
游玩、安安全全回家。

徐衣显还到陈家沟实地察看
民俗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检查食
品安全、景区安全等工作。他强
调，要用好太极拳文化庙会这一
年俗文化载体，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年俗文化，让更多游客
增强对太极拳的文化认知和价值
认同，自觉主动推广太极文化、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他要求，
要面向国内国际，大力推进太极
拳文化和产业发展，着力打造太
极拳文化产业新城。①2

让市民游客欢欢喜喜庆新春安安全全过大年
徐衣显检查春节期间文化活动和景区旅游工作

本报讯（记者杨丽娜）春节
是团圆的佳节，但仍有很多岗位
的劳动者坚守一线、无私奉献，
保障城市运行、市民安康。农历
腊月二十九，市委副书记、市长
徐衣显带队慰问一线干部职工，
检查安全生产、市场供应等工
作，向春节期间仍奋战在工作一
线的广大劳动者致以节日的问候
和新春的祝福。他强调，各级各

部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争做
新时代出彩焦作人，全力以赴做
好各项服务保障、应急处置等工
作，确保全市人民过一个平安快
乐幸福祥和的春节。市领导李民
生、牛炎平、闫小杏、王付举一
同慰问。

水电气暖油与百姓生产生活
息息相关。徐衣显先后到焦作供
电公司 110 千伏于村变电站、百

大嘉苑小区换热站、太行路供水
服务大厅、中裕燃气小尚门站、
中石化新城加油站等处走访慰
问，了解春节期间供应保障、值
守应急等工作，代表市委、市政
府向值守岗位的一线职工拜年。
他说，千家万户团聚时，正是你
们奉献时。你们舍小家为大家，
用个人的坚守奉献保障了大家的
欢乐团圆，全市人民感谢你们。

他叮嘱相关供应保障部门，要作
好值守、担当尽责，全力做好供
应保障、安全生产等工作，用自
己的辛勤指数换百姓的幸福指
数，确保市民过一个亮亮堂堂、
暖暖和和的节日。

在市公安局马村派出所马村
治安中队，徐衣显与值班民警亲
切交谈，详细询问节日期间便民
服务、治安保障等情况，并向他

们致以新春的问候。他说，春节
期间，广大公安民警肩负保一方
平安、保节日安全的特殊职责使
命，要继续发扬特别能吃苦、特
别能战斗的精神，规范执法、热
情服务，保稳定、护安全、促和
谐，让老百姓安安全全、平平安
安过大年。

在大张购物广场，购置年货的
群众络绎不绝。徐衣显实地检查
了食品安全、市场供应等情况，要
求全市商业战线全力作好保障，确
保群众买得实惠、吃得放心。

在山阳区城管局，徐衣显与
城管队员逐一握手、互致问候，
对他们为维护城市环境、提升城
市形象作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希
望他们发扬“四城联创”优良作
风，再接再厉，全力营造节日期
间整洁、优美的城市环境。①2

徐衣显在慰问一线干部职工检查节日期间工作时强调

尽职尽责保供应 用心用情护平安
确保市民平安过节愉快过节

“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是中共
中央宣传部建设的信息化学习平
台，以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题，以
学习型政党建设带动学习型社
会、学习大国建设。

请全市党员、团员和群众手
机扫描二维码，下载“学习强
国”APP，也可在手机应用市场搜
索“学习强国”，进行下载安装和
注册使用，电脑PC端请登录访问
网址：https://www.xuexi.cn，学习
强国，建设焦作。

扫描二维码
下载“学习强国”APP

学习强国 建设焦作

春节期间，市
龙源湖公园处处洋
溢着喜庆的节日气
氛，游园的市民络
绎不绝。

本报记者 刘
金元 摄

“反向春运”成热词
爱心装在行囊中

河南新年首份财政“红包”
投向生态环保

人生有梦才精彩

一张微信对话截图背后的故事

▶▶▶详见今日本报第三版

▶▶▶详见今日本报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