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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巩义召开

建旅游名城，
“网红”巩义再发力
本报讯 8 月 7 日，全省旅游业转型发
展工作推进会在巩义召开。会议全面总
结了我省上半年旅游工作所取得的成效，
并对下半年工作进行安排。
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郑州市委常
委、副市长谷保中等出席会议。巩义市
领导袁三军、樊惠林、冯献峰、李占龙、
谈得胜、景雪萍、贺传伟、陈兆甲等，以及
来自全省各地市旅游系统的 140 余人参
加会议。
8 月 6 日晚至 7 日上午，与会人员先
后来到竹林长寿山风情古镇、涉村镇石居
部落、河洛镇偃月古城、康店镇康百万庄
园等地进行实地观摩，详细听取相关负责
人项目投资运营、转型发展等情况介绍。
会上，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向大家长
期以来对巩义市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
谢，并介绍了巩义市旅游产业转型发展经
验。袁三军表示，2016 年以来，巩义市坚
持把旅游业发展作为引领经济转型发展
的“火车头”，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撑，创
新体制机制，激发发展活力，构建旅游产
业发展新格局，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创造了河南旅游“巩义速度”。
袁三军表示，下一步，巩义市将以此
次会议召开为契机，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为抓手，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

化、融合化、标准化”为发展方向，紧紧围
绕建设中原地区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
加快旅游业转型升级步伐，
为中原更加出
彩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对于下半年旅游工作，姜继鼎指出，
文化是旅游的根基，要大力发展文化旅
游，点亮“老家河南”这张河南旅游名片，
全面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要加快发展乡
村旅游，加大旅游扶贫力度；要坚持精准
营销，加大宣传力度，
塑造品牌形象；
要扎
实推进景区“厕所革命”
，完善景区基础设
施，提高景区人员服务水平。省旅游局要
强化责任、统筹兼顾，各地市旅游部门要
协同配合、凝聚合力，共同推动全省旅游
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还邀请了国内知名民宿方面的
专家进行了专题培训，
济源市文化旅游投
资集团董事长介绍了旅游投资发展经验。
据悉，今年上半年，巩义市累计接待
游客量达 8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58.1%；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3.8 亿元，同比增长
144.6%；1 至 6 月份，全省共接待海内外游
客 3.92 亿人次，同比增长 22.3%；实现旅
游总收入 3856 亿元，同比增长 26.4%，旅
游业转型发展局面良好。
记者 张朝晖 巩义时报 李晓霞
通讯员 丁龙丹 董媛

宝丰县考察团
到巩义市考察
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本报讯 8 月 3 日，宝丰县委常委、宣
传部长吕晋带领党政考察团到巩义市考
察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巩义市委常委、宣
传部长史建伟，巩义市政协副主席吴建禄
等陪同考察。
吕晋一行先后到巩义市紫荆实验学
校、政务服务中心、杜甫路街道益民街及
附近楼院、二十里集贸市场、孝义街道孝
义路社区、石河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
题公园等地进行了实地参观，并听取了相

关负责人的详细介绍。
通过实地参观，
宝丰县党政考察团认
为巩义市处处干净整洁，
学雷锋志愿服务
工作扎实有效，公益广告设置精致典雅，
城市管理工作精细到位，
市民文明素质和
城市文明程度很高。表示要以此次考察
为契机，将巩义市文明城市创建中的好做
法好经验带回去，推进当地文明创建工作
向更深层次发展。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任莉莉

党代表考察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本报讯 8 月 3 日，巩义市委组织部组
织该市 30 名镇级、市级党代表考察该市
生态水系建设项目。
党代表一行先后到生态水系建设项
目伊洛河工程新建段施工现场、生态水系
建设项目伊洛河景观提升工程现场、
生态
水系建设项目后寺河工程 2 号闸施工现
场等地，听取负责人关于项目整体情况的
介绍，详细了解水闸基础开挖、河道清淤
等工作进展情况及在工作开展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
党代表们集
中观看了生态水系项目宣传片，听取生
态水系项目具体情况介绍，并提出各自
的意见建议。他们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考察活动为契机，继续站在巩义全市发
展大局的高度，结合自身职责，积极建言
献策，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记者 张朝晖 通讯员 位亚琳

“一月一督查”深入抓落实
8 月 1 日，巩义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冯献峰，巩义市人民政府党
组成员、
副市长杨红伟带队到杜甫路街道开展“一月一督查”
活动。
冯献峰一行到常庄村、
东黑石关村、
常兴花苑一期保障房项目、
西城华府
一期保障房项目现场查看保障房项目建设情况。
随后，
在杜甫路街道召开市级领导“一月一督查”
点评会议。
会上，杜甫路街道党工委书记杨晓贤、办事处主任曹会婷汇报了 7 月份
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存在的问题、8 月份工作打算以及脱贫攻坚、环境污染防
治、
扫黑除恶等工作情况。
冯献峰说：
“ 在当前形势下，杜甫路街道全体干部要增强危机感和紧迫
感，坚持加快发展不动摇；全体班子要率先带头提振发展信心，把发展抓好、
把队伍带好、把事情干好；把握问题导向，要紧盯里沟城改等重点难点工作、
加快工作进度，
确保短时间内有大的突破；
狠抓基层党建，
加强基层党员干部
队伍建设，
强化业务培训、
责任担当，
切实提升能力素质、
推动作风转变，
打造
过硬队伍。
”

8 月 3 日上午，五届巩义市政协主席谈得胜带领巩义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公安局、扶贫办、环保局、煤炭局、国土局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到该市大峪沟镇
开展“一月一督查”
活动。
谈得胜一行先后来到红旗煤业黑龙潭村五组煤矸石现场、
中铝采区薛庄
工地矿山扬尘现场、新山村委、新山村和谐人家等地查看项目整治改造和电
商、旅游扶贫等情况。点评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该镇 7 月份重点工作进展
情况，
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交换意见建议。
谈得胜要求，大峪沟镇镇村领导班子思想要实，要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精
神，
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工作要实，
明确责任分工，
讲究方式方法，
提高
工作效率；
作风要实，
要以上率下，实打实抓好作风建设；
责任要实，
严格按照
需求导向、
问题导向、
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来抓工作，
为下半年工作打好坚实
基础。

8 月 2 日上午，巩义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景雪萍带领市委市政府督查
局、扶贫办、公安局、环保局等单位相关人员到北山口镇开展“一月一督查”
活动。
景雪萍一行先后来到北山口镇东风社区、耐材园区、北山口镇东风村等
地实地察看安置房建设进度、
企业环保和技改、
新上项目建设、
脱贫攻坚等各
项重点工作开展情况。点评会上，与会人员听取了该镇 7 月份重点项目推进
情况和 8 月份工作安排，
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逐项协调解决。
景雪萍要求，要学深学透“竹林精神”，努力争创文明镇、优秀基层党组
织；要深入推进脱贫攻坚工作，弘扬优秀民风，加强精神扶贫；要坚持标本兼
治、统筹兼顾，做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要强化措施，做到精准摸查、精准打
击，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要坚持以党建工作为引领，学习先进经验，
做好基层党建工作，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

8 月 2 日上午，巩义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贺传伟带领市委市政府督查局、
市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到新中镇开展“一月一督查”
活动。
贺传伟一行到该镇杨树沟村扶贫驿站详细了解贫困户积分管理细则和
扶贫驿站运行情况。随后深入该村贫困户王春生和王仓家中仔细查看“七改
一增”
情况。点评会上，
与会人员听取了新中镇脱贫攻坚、
环境污染防治等重
点工作开展情况和浮戏山旅游综合开发等项目进展情况，
并就存在的问题进
行讨论。
贺传伟要求，
要把电商培训、
就业创业指导等纳入扶贫驿站，
不断完善扶
贫驿站功能；要加大旅游扶贫和电商扶贫力度，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旅游发展
与农业相结合的新路子，让老百姓不出家门就能增收；要进一步健全积分管
理考核和奖补机制，
认真开展积分管理评定，
绝不能走过场；项目方要加快征
地步伐和融资力度，
确保项目尽快启动。
记者 张朝晖 巩义时报 李晓霞 通讯员 张文博 张梦帆 刘萌萌 韩晓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