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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打分考评促提
升，谁快谁慢比比看。近日，市创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市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专家考评
组，对照《焦作市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综合
考评打分表 （试行）》，对各县 （市） 区委
书记、县（市）区长分包的乡村旅游示范村
3月份创建工作进行了考评打分，并通报考
评结果及各县（市）区工作推进情况。

考评结果显示，县（市）区委书记、党
工委书记分包村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修武县大
南坡村、示范区北西尚村、博爱县探花庄
村，第四名至第十一名依次是中站区赵庄
村、武陟县御坝村、山阳区巡返村、孟州市
桑坡村、温县仓头村、解放区猫岔村、马村
区后岳村、沁阳市里沟村。

县（市）区长分包村排名前三的分别是

温县陈家沟村、修武县岸上村、武陟县万花
村，第四名至第十名依次是博爱县许湾村、
孟州市岩山村、解放区老丁沟村、中站区北
业村、山阳区卢亮沟村、马村区亮马村、沁
阳市四渡村。

据了解，3月份各县 （市） 区乡村旅游
示范村创建工作推进情况有快有慢。其中，
修武县大南坡村、岸上村的项目规划水平高，
工作推进力度大，但在完善停车场、标识标
牌、游客服务中心等配套设施建设方面仍需加
快；博爱县工作组织得力，项目推进较快，形
象进度明显，但许湾村与合作团队的协商洽谈
需加快进度，景区管理服务需与建设同步推
进；武陟县领导高度重视，组织十分得力，工
程推进迅速，万花村、御坝村规划的文旅项目
需尽快推进；示范区北西尚村的配套服务设

施建设进展较快，但创新创意产品较少，乡
村旅游项目策划水平、节庆活动品牌意识需
提升；中站区领导高度重视，顶层设计完
善，资源把握准确，北业村乡村旅游与景区
的配套融合仍需深度谋划；温县创建工作有
序推进，陈家沟《印象·太极》演艺项目需
加快进度，仓头村规划水平需进一步提升，
打造有足够吸引力的核心产品；孟州市创建
工作基础较好，但需谋划主题资源与乡村旅
游的深度融合，加快建设民宿、餐饮、商业
等多种业态；解放区领导高度重视，项目前
期工作扎实，猫岔村、老丁沟村项目建设需
加快，配套服务基础设施需尽快启动；山阳
区巡返村、卢亮沟村的基础设施推进有序，
发展思路比较明确，但乡村文旅项目规划需
尽快确定，建设工作需全面铺开，乡村旅游

合作发展模式需深入研究；马村区后岳村、
亮马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新进展，但规划起
点不够高，缺乏有亮点、有吸引力的标志性
拳头产品，乡村旅游合作发展模式需深入研
究；沁阳市资源丰富独特，但创建工作几无
进展，需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做
好规划设计，强力组织推进。

据悉，为加快我市乡村旅游提质升级，
大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市委、市政府
决定从今年起，由各县（市）区、市城乡一
体化示范区主要领导各分包创建一个乡村旅
游示范村，全市共确定22个拟打造的乡村旅
游示范村。为确保创建工作取得扎实成效，
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领导小组组织对
22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工作实施每月一督
导、季度一通报、半年一观摩的推进机制。

我市公布3月份乡村旅游示范村创建排名
本报讯（记者赵改玲） 3

月26日，2021年度焦作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党风廉政建
设暨以案促改工作会议召
开。这次会议是在“十三
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
面开启，喜迎建党百年华
诞，奋力开创我市文化旅游
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关
键时刻召开的一次重要会
议。该局机关全体人员、局
属各单位班子成员参加。

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全面
总结2020年党风廉政建设工
作，认真查找问题和不足，
安排部署2021年党风廉政建
设及以案促改工作。

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以案
促改警示教育片《八小时之
外》。

市 文 广 旅 局 自 组 建 以
来，坚持每年召开党风廉政
建设工作会议，目的就是为
了让系统广大党员干部主动
担负起管党治党的政治责
任，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坚定不移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制，推动文旅系
统管党治党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

会议强调，一定要深入
学习、深刻领会，切实把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实、抓
好、抓出成效。会上集中印
发了 《党的建设工作要点》

《局属单位内部政治巡察工作
方案》《廉洁从家出发工作要
点》等重要文件，对进一步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释放出一以
贯之强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的强烈信号，希望全体
党员干部高度重视，认真对
待，以自身实际行动落实好
局党组的决策部署。

会议要求，加强党风廉
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只有
起点，没有终点。以案促改
工作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党风廉政建设
的重要环节步骤，来不得半
点马虎和支差应付，必须一
以贯之抓好抓牢抓出成效，
以党的建设高质量推动文化
旅游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示范
城市，打造“精致城市，品
质焦作”作出文旅部门新的
更大贡献。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党风廉政建设
暨以案促改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者赵改玲）
“范凡这人真是好人，他自己
水性不好，还去大水坑里救
小孩，他给我说的第一句话
就是‘快把小孩拉上去，我
没力气了’。”4月5日下午，
修武县郇封镇千仓村的村医
庞军委对记者说。

4月5日，市文广旅局创
建办主任范凡救人的事广泛
传开，事情是怎么样呢？

原来，4月4日清明节这
天，范凡回老家修武县郇封
镇千仓村上坟祭祖、看望老
人，下午 4 时左右，开车返
回焦作。刚出村口，一个七
八岁小女孩突然拦车呼救，
说是有个小男孩掉水里了，
让快救救他！

范凡赶紧下车冲向马路
东边的大水坑，边跑边甩掉
外衣、踢掉皮鞋，跑到水坑
边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水里
挣扎，并慢慢下沉。他二话
不说，“扑通”一下扑进水
里。由于范凡水性一般、游
泳技术欠佳，再加上穿得
厚，入水后负担加重，他在
水里也很吃力，连连呛水。

即便这样，范凡坚持游

到孩子跟前，抓了三四次终
于用右手抓住了正在下沉的
孩子的背部衣服，设法把他
翻过来，让他侧着身，尽可
能让鼻口露出水面，然后左
手划水，把孩子拖向岸边。
游到岸边时，范凡已经精疲
力竭，拖不动孩子了。他只
好支起右腿，把孩子脸朝下
横在自己的右腿上，拍打孩
子的后背，进行简单的人工
施救。

这时，村医庞军委骑车
正好路过，范凡赶紧招呼他
来救人：“快把小孩拉上去，
我没力气了。”庞军委帮范凡
把孩子救上了岸。

“人之常情，谁遇到这种
情况，都会毫不犹豫出手救
人的，何况我还是一个有着
20多年党龄的国家干部。幸
运的是，把孩子救了出来。”
范凡说。

庞军委告诉记者，晚上
他专门给落水男童检查身
体，除了呛了点水外，并无
大碍。小男孩今年 4 岁半，
是在玩耍时意外落水。

范凡今年55岁，救人后
身体没有大碍。

小男孩掉入大水坑
文广旅局干部相救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清明节遇上汉服花朝节，客流叠加引爆春游热潮；文
旅融合产品出新，云台山假日旅游亮点纷呈；智慧管理成假日“标配”，预约
旅游保障出游体验；“五员一体”赢得口碑，树立优质服务新典范；多措并举
确保旅游秩序，营造安全有序游览环境……清明假期，云台山景区丰富的产品
供给、浓郁的文化氛围、特色的旅游体验、良好的旅游秩序，使得游客满意度
和获得感稳步提升，实现了“安全、有序、优质、文明”的假日旅游工作目
标。

多彩假日人气旺。清明假期，云台山景区推出花海汉服盛会、汉潮之夜等一系列
春日特色文旅融合产品“组合拳”，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青赏花，引爆春游热潮，4
月3日至5日共接待游客13.32万人次。

清明节遇上汉服花朝节，游客精彩体验更丰富。汉服巡游、礼乐表演、箭阵操演
等一系列优秀传统文化展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化之丰富、文人之儒雅、武将之雄
风。身着不同形制传统服饰的汉服爱好者徜徉于春日花海中，与云台山水组成一幅美
妙画卷。

这场持续了 31 天、在 4 月 5 日圆满落幕的汉
服文化盛宴，以美学为引领，深耕以竹林七贤
魏晋风度为代表的特色文化，创新活动方式，
每周末都精心策划百场特色汉服文化体验活
动，不仅让游客在游玩中体验传统文化魅力，
还以活动的引爆力提升市场吸引力和品牌美誉
度，激发春季旅游新热潮，为景区带来超高人
气和市场声量。

据了解，“云台山汉服花朝节”微博相关话题
阅读量有近3亿次，云台山多次在抖音旅行榜位列
全国三甲，热度过亿。活动盛况还吸引新华社、央
广网、光明日报、中国旅游报、百度、腾讯等全国
百家媒体关注报道，全网高达亿次曝光。人民网、
新华社、经济参考报更以《从唐宫夜宴到汉服花朝
节：描绘中原文旅“诗和远方”》为题，聚焦中原
之春的文旅盛宴。

游客游得开心，更要游得放心。为做好清明假
期旅游安全工作，云台山景区充分利用智慧景区管
理系统，实行全网实名制分时预约购票，掌握景区
内外游客量，确保实现车辆的迅速调度和人员的快
速疏导，避免聚集。同时，按照疫情防控常态化工
作要求，对游客进行体温监测，对场所进行消毒
等，确保游览环境安全。

本报记者 王爱红

帮游客更换轮胎、替游客打捞手机、为
游客排忧解难……清明小长假，云台山景区
2000 名员工坚守岗位，用贴心服务护航游
客旅程，一桩桩、一件件好人好事成为这个
春日最美的风景。

4 月 3 日 9 时许，云台山景区百家岩管
理处职工薛安军、杨常晨在日常巡查时，发
现一辆正在行驶的豫P牌照私家车左后轮胎
没有气。车辆“带病”上路，后果不堪设
想，薛安军、杨常晨立即上前拦停该车。在

说明情况后，车主这才意识到之前在高速公
路上行驶时就感觉车辆不对劲，不免有些后
怕。由于车主驾龄较短，不会更换轮胎，薛
安军、杨常晨帮忙更换了备胎，还告知了最
近的修车店位置。车主夫妇万分感动，连连
向他们表示感谢。

无独有偶。4月4日19时许，百家岩管
理处停车场安全员庞喜才在巡逻时，发现一
辆辽A牌照的商务车停在路边，上前询问后
得知因车辆后轮胎跑气，导致车主无法返
程。庞喜才立即联系同事马强、苏福宝，没
过多久，马强、苏福宝带着工具赶来。他们
帮助车主卸下故障轮胎后，发现备胎因长时

间未使用没有气，又将备胎送至景区修理厂
充气，之后再将备胎安装好。车主离开时，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直夸“云台山人服务
好”。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为提高服务质量和
效率，百家岩管理处停车场职工自制并火连
接线，主动为故障车辆提供服务，为游客排
忧解难，获得不少游客称赞。

贴心服务，无处不在。4 月 3 日下午，
一名来自周口的游客在景区小寨沟广场水幕
秋千处玩耍时，不慎将手机掉落水中。小寨
沟管理处水上安全员蒋高兴主动上前了解情
况，确定大概位置后跳入冰冷的水中进行打

捞。在进行了多次尝试后，蒋高兴终于将手
机和100元现金打捞上来。游客再三表示感
谢，为云台山景区的优质服务点赞。

4月4日20时许，正在百家岩售票大厅
值班的李改青，接到一名聋哑游客的求助。
经过一番艰难的手语交流，李改青才明白原
来天色已晚，这名游客还没有找到住宿的地
方。李改青一边安抚游客情绪，一边拿出手
机，通过在手机屏幕上打字与游客交流，帮
助游客找到满意的宾馆。

山水是外在，服务是灵魂。从“不让一
位游客受委屈”到“感动每一位游客”，云
台山景区建立了人人都是安全员、服务员、
保洁员、救护员、宣传员的“五员一体”服
务体系，2000 名云台山人用实际行动深刻
诠释了“感动每一位游客”服务理念。

山水是最美的期待，人是最美的风景。
难怪有网友这样感慨：“现在去云台山不是
去旅游，是回家了。”

流动的最美风景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4

月6日，“爱情圣地”青龙峡
景区迎来今年首趟旅游专
列，近千名来自辽宁的游客
走进绿水青山，乐享“人间
天上一湖水，万千景象在其
中”的春日美景。

春天的青龙峡，满山苍
翠，碧潭盈盈。远道而来的
游客无不被秀美的山水风光
所吸引，大家一边游览一边
驻足拍照，尽情享受明媚春
光。

为 更 好 地 服 务 专 列 游

客，青龙峡景区开辟了绿色
快速验票通道和专用停车
场，一站式、全程化的优质
服务受到游客一致好评。

据悉，此次旅游专列的
开行，突破了远程客源市场
的交通瓶颈，且具有很强的
辐射带动作用，成为青龙峡
景区开发长线客源市场的有
效载体。下一步，该景区还
将联合旅行社继续开行东
北、广州、福建等旅游专
列，进一步扩展远程旅游市
场。

青龙峡景区

迎来今年首趟旅游专列

多彩假日人气旺

云台山迎 游热潮

⬅精彩的汉服巡游。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清明假期，云台山景区游人如织。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有趣的汉服文化体验活动吸引众多游客参与。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清明节遇上汉服花朝节，汉服爱好
者尽情徜徉花海。

（照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本报讯 （记者王爱红）
你知道驻华大使眼中的“老
家河南”是啥样？太极拳和
少林功夫又有怎样的魅力？3
月24日，克罗地亚共和国驻
华大使达里欧·米海林一行
的到来给出了答案。

当天，省文化和旅游厅
厅长姜继鼎在郑州会见了达
里欧·米海林一行，双方围
绕如何进一步深化文化和旅
游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座谈。

座谈会上，达里欧·米
海林了解了河南的文化旅游
资源概况和发展现状，对河
南历史文化、自然风光表示
赞赏，对河南之行表示期待。

交谈中得知河南是中国
功夫之乡，登封少林寺是少
林功夫的发源地，黄河北岸
的焦作陈家沟是享誉世界的
太极拳发源地，每年都有大

量国际游客慕名而来，达里
欧·米海林对少林功夫和太
极拳表示了浓厚兴趣。

“河南的少林功夫和太极
拳神秘且富有吸引力，我身
边有许多同事都在习练太极
拳。”达里欧·米海林表示，
河南有千年的古都文化，有
神奇的东方文明，他愿意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巩固和
深化双方的交流合作作出积
极贡献。

据了解，近年来，河南
把旅游业作为战略性支柱产
业来培养，大力推动形成全
覆盖、全渗透、全时空的全
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打造出
众多享誉中外的知名景区，
河南正在成为全国乃至全世
界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
地，太极拳和少林功夫成为
对外合作交流的重要品牌。

太极拳有啥魅力
听克罗地亚驻华大使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