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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2日，登
封市石道乡召开“乡村振
兴”培训会，邀请济源市承
留镇花石村党支部书记周
全喜为该乡各村组干部讲
经验，传“真经”。会上，周
全喜结合花石村经济发展
状况，就做好农村工作谈了
“坚持党群共建，坚持改革
创新，推行结对帮带”等感
受和经验。据悉，在培训会

前夕，石道乡还特邀周全喜
到部分村庄实地指导。石
道乡负责人表示，今后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推进
农村“三变改革五大合作”，
努力推动美丽石道（乡村振
兴）建设三年行动计划项目
实施，实现石道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通讯员 宋跃伟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登封文
旅部门获悉，登封按照“高位谋划、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登封特色”
“融合发展、全域统筹、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和“项目带动、政策支
撑、优化服务、产业集聚”三大发展
理念，研究启动了六大行动，助推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打造精品文旅线路。通过精
品文旅线路的规划、设计、建设，串
联城区、景区、游客集散中心、酒
店，打造沿线观景台、嵩山驿站、公
交港湾、旅游配套设施等，点、线、
面结合，统筹推进“吃住行游购娱”
文旅要素配置，打造少林寺、嵩阳
书院、中岳庙、崔坪三皇寨、观星台
五大文旅片区。

活化文物保护。加强保护登封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古树名木，并
逐步对外开放。2019年登封共有6
个文物修缮项目，投资 805万元，
2020年，登封已确定下达文物保护

各项资金4449万元，主要包括1项
文物修缮项目和6项生态保遗项目。

创新旅游新兴业态。“旅游+智
慧”，在景区布局设置电子导游讲解
等智能化系统；“旅游+文创”，在五大
文旅片区展示非遗项目，研发销售文
创产品；“旅游+节会”，策划举办世界
文化遗产保护成果专题展；“旅游+项
目”，加快推进少林印象等项目建设；
“旅游+演艺”，在少林片区打造“我
在登封学功夫”体验项目。

开展景区提质增效行动。徐
庄大熊山摘星楼景区和唐庄范家
门景区申创国家 3A级旅游景区；
观星台申创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嵩阳景区和中岳景区联合申创
5A级旅游景区；以少林景区、嵩
阳书院或中岳庙为试点，打造夜
间景观游+购物体验游；按照 3A
标准在登封全市布局建设旅游厕
所；开发红色研学基地 1~2个，提
升 6个美丽乡村文化内涵，打造

精品民宿。
提炼推广嵩山文化。对嵩山

历史文化进行挖掘研究，编辑出版
系列丛书；加快推进天文博物院、王
城岗及阳城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建
设，打造一批标志性的文化项目；梳
理提升传统登封八景，打造具有现
代登封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创新
国际少林武术节、嵩山论坛等对外
传播、文化交流方式，制作城市宣传
片，扩大城市影响力、美誉度。

提升公共文化服务。加快推进
文化馆、图书馆、城市书房建设，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基础设施，健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登封市中
岳文化产业园城市书房已投入使
用；总面积1万平方米的文化馆计划
于2020年6月竣工，总面积1.3万平
方米的图书馆（档案馆、城建档案
馆）计划于2020年5月竣工。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南水北调登封市区供水工程进入最后调试阶段

元旦前，登封市区居民喝上丹江水
本报讯 12月 20日，登封市有

关领导带领相关部门到卢店水厂对
南水北调市区供水工作进行调研。

南水北调登封供水工程从禹
州市南水北调 16号口门出发，穿
隧道、过河滩，翻山岭、走树林，横
跨两个县市 12个乡（镇、街道）54
个行政村，经卢店水厂处理后，通
过新铺设的 60公里供水管网，流
入登封市区千家万户。按照工程
进度，目前南水北调登封市区供水
工程进入最后调试阶段，将在2020
年元旦前实现市区通水，破解登封
市区的缺水困局。

登封地处豫西山区，境内没有
过境水，降水时空分布不均，年际
变化大，地质结构复杂，水库蓄水
能力差。为破解饮水困局，登封先
后三次从纸坊水库、券门水库、白

沙水库大规模调水，修筑大型引水
工程。2016年，登封市委、市政府
经过科学论证，果断决策，决定集
全民之智、举全市之力引南水北调
之水入登，并把南水北调登封引水
工程列入登封市委、市政府头号民生
工程，重点谋划、强力推进。今年6
月29日，南水北调成功实现“引水入
登”。之后，为实现“引水入城”，登封
市又对日处理能力3万立方米的卢
店水厂进行扩建，并结合少林大道升
级改造，加快对市区供水管网的铺
设。目前，扩建后的卢店水厂净水处
理规模已达到6万立方米，供水范围
涵盖整个市区以及卢店镇，南水北
调水已成为登封市的主要供水源，
工程通水将对美丽登封高质量建
设产生积极影响。

调研的相关领导要求，要加强

协调、全面推进。各相关单位负责
人要高度重视引水入城工作，亲临
一线指挥、现场解决问题，强力推进
工程实施，确保按时间节点高质量
完成任务。要统筹安排、做好对
接。“水之美”建设指挥部要统筹安
排好供水前的各项对接、准备工作，
加大登封市区自来水管网辐射范
围，满足群众对优质饮水的需求，确
保元旦前顺利实现市区供水，春节
前实现市区足量稳步供应，2020年
实现部分乡镇供水。要加强宣传，
提前谋划。相关单位要广泛宣传用
水安全，压减对地下水的开采，提前
谋划好下一步调水、供水、节水、污
水处理、中水使用等系统工程，初
步形成生态用水格局。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邓凤梅

登封启动六大行动
助推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宣化镇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
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基
本要求。宣化镇将质量强镇作为
全镇经济腾飞的重要抓手，坚持产
品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全面
发展，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增
进全镇发展活力，推进民生事业持
续改善。

宣化镇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
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发挥军民共建
研发中心的质量技术支撑作用，围
绕耐材、水泥等传统工业，在拉长
产业链条上下功夫，加快天瑞新登

郑州水泥有限公司协同处置固体
废弃物环保项目、天瑞新登郑州水
泥有限公司骨料生产线项目工作
进度，推动传统产业尽快升级，注
重发展新兴产业。

宣化镇把品牌建设作为质量
强镇工作的重点内容，结合全镇产
业发展实际，进一步制定品牌建设
规划。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围绕特
色产业加大名优产品培育力度，重
点扶持“鸭”牌水泥、天瑞水泥、钟楼
玫瑰等一批特色品牌，形成了一批
争创名优的企业群体，努力构筑梯
度推进、动态发展的培育模式。

同时，宣化镇采取集中宣讲、
座谈讨论等形式，组织企业法人代表
认真学习《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
规。把群众满意作为根本标准，坚持
质量检查常态化，开展各类检查活
动，把质量宣传作为重点，努力营造
出“人人重视质量、人人创造质量、人
人享受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

宣化镇将进一步大力开展质
量宣传、质量提升、消费维权、改善
营商环境等工作，激发企业内生动
力、维护群众正当权益、打造宣化
产业品牌，推动宣化高质量发展。
登封融媒记者 胡建邦

■乡镇（区办）书记谈质量

坚持质量为先 推动转型发展
——访宣化镇党委书记马炎军

嵩管委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本报讯 日前，嵩管委
积极组织开展“党建领航、
履职增效、三争一亮”“党员
活动日”等党风廉政建设
活动。嵩管委党工委下
设 7 个党支部，党员 182
名。各党支部明确职责
任务，细化工作要求，强
化工作指导，切实抓好落
实。扎实开展“迎着朝
阳、同升国旗、共唱国歌”

活动，“学雷锋、讲奉献、
美化景区环境”活动，老
党员志愿者带新党员活
动等；加强正风肃纪工作
力度，严明机关工作纪
律，制订“节假日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方案”，确保
节假日期间嵩管委党员
干部保持风清气正、廉洁
从政的工作氛围。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河南集聚区建设“金星奖”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上榜

本报讯 12月18日，以
“集聚区 让河南更出彩”
为主题的第八届河南产业
集聚区论坛大会在郑州举
行。大会现场发布了《河南
省集聚区 2019 年发展报
告》，并颁布了2019年河南
集聚区建设“金星奖”名单，
其中，登封市产业集聚区榜
上有名。据了解，河南省产

业集聚区高峰论坛自 2011
年至今，已成功举办 8届，
每年吸引来自全国各地金
融界、投资界、企业界、工
商界精英聚首，如今，已成
为全省集聚区建设领域最
权威、影响力最大的专业
论坛。
登封融媒记者 高鹏敏
通讯员 郑宁

石道乡召开“乡村振兴”培训会

本报讯 自“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开
展以来，登封市税务局党
委通过建立工作机制、强
化理论学习、扎实开展活
动、认真查找问题、开展专
项整治、强化整改提升等
措施，促使十个方面的工
作取得明显成效。具体体
现在“十个确保”：确保学
习教育不停步，确保调查

研究不间断，确保检视问
题有措施，确保整改落实
有力度，确保专项整治有
成效，确保减税降费速落
实，确保征管措施有创新，
确保工作作风有好转，确
保纳税服务更优化，确保
队伍素质稳提升。
郑报全媒体记者 袁建龙
登封融媒记者 李剑
通讯员 尚梦利

登封市税务局“十个确保”
展现主题教育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