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杨东梅）
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获悉， 今年春节假
日期间，我市游客接待量，
旅游业综合收入均同比稳
步增长。 星级宾馆入住率、
旅行社组接团量都有较大
幅度增长， 旅游市场秩序
井然，实现了假日旅游“安
全、质量、秩序、效益”四统
一的目标。

市城管部门职工春节不休息

坚守工作岗位
扮靓美丽家园

休闲旅游、民俗旅游、乡村游全面开花
假日期间， 各景区纷纷推

出精彩活动， 丰富了假日旅游
市场。 邓州市花洲书院推出
“花洲书院迎新年寻宝活动”。
“宝物”以“福袋”的形式随机
放置在某处，游客获得“福袋”
后可根据里面的内容到指定位

置换取相应的奖品，充满乐趣，
游客热情参与。 方城县在德云
山风情植物园举办“2019 中
国·方城首届新春民俗文化灯
会”， 年味十足， 让人大饱眼
福。 社旗县如来佛寺、周庄等
乡村旅游点推出了各种游乐

项目和特色餐饮来吸引游客。
内乡县衙以“古衙享年味邀您
度新春”为主题，策划了丰富
多彩的节日活动。 镇平县李寨
都市农业生态园举办的第三
届民俗艺术文化节也吸引了
不少游客。

春节假期，我市旅游市场再交优秀答卷

传统民俗年味浓 八方游客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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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民举措助推景区人气
喜庆的节日， 不少景区

也推出了惠民措施，吸引游
客前往 。 南召五朵山庙会
期间免首道门票 ， 西峡老

界岭免门票 ， 淅川县丹江
生态植物园 推出了免门票
活动 ， 桐柏县除淮源景区
外 ， 其他各景区均不收费 ，

西峡县龙潭沟 、五道幢和伏
牛地下河门票半价活动，山
陕会馆景区半价优惠，古镇
博物馆免费。

互联网与旅游融合发展见成效
从星级饭店和旅行社统计

来看， 来我市游玩的游客在网
上预订速度迅猛。 美团、携程、
去哪儿等在线旅游企业假日订
单增幅加大。

我市旅游企业不断开拓

“旅游+互联网” 经营新模式，
采用微博、微信等更加多元的
宣传渠道向游客宣传，新技术
的应用提升了假日旅游出行
的便捷和质量。 市县旅游部门
通过旅游微信平台、 互联网、

短信等及时向游客提供各景
区游客流量信息情况，道路交
通状况、 景区天气预报等信
息， 引导游客合理安排行程，
让整个接待工作忙而不乱、井
然有序。 ②7

大年初一，游客纷纷来到武侯祠，体验浓浓的年味
本报记者 高嵩 摄

本报讯（记者 吴玉影 田园）春节期间，市城管局各
部门职工结合工作实际，24 小时值守在工作岗位，确保市
民度过一个干净整洁、欢乐祥和、稳定安全的春节。

环卫部门：
中心城区 647 座公厕专人保洁

2 月 4 日至 10 日，中
心城区环卫部门所有管理
人员及一线作业人员不休
假， 认真落实“脏了我一
人、洁净干万家”的要求，
全面做好城区道路清扫保
洁，生活垃圾收集、清运、
处置，公厕、中转站、果皮
箱等环卫基础设施管理，
粪便收运处理等。 春节期
间，垃圾量增多，每天早、
中、晚定时段，该部门职工
上门收集垃圾， 确保城区
生活垃圾日产日清。 同时，
他们对中心城区 647 座公
厕实施专人保洁，确保春节
期间市民群众出行如厕需
求 ， 并每天及时对城区
6000 多个果皮箱进行清洗

保洁，保持箱净、桶净、无积
存垃圾。

市区河道管理处春节
期间所有一线值班人员坚
守岗位，履职尽责。 河道管
理范围内的游园、步道、绿
地、 水面、 文化墙等的卫
生环境进行正常保洁，打
捞水面漂浮物 11400 余平
方米，清理清运垃圾杂物
34 余车，及时组织值班人
员清扫河道两岸积雪，并
对公共设施进行擦拭，节
日期间河道管理范围内
秩序井然有序。 全力打造
干净的涉水环境，为市民
提供一个干净整洁的休
闲娱乐场所，全天无生产
安全问题。

白河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全员上岗，确保景区秩序井然

春节期间， 白河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管理处全员
上岗， 确保湿地公园秩序
井然，环境优良。 根据景区
实际情况， 该处合理安排
调配人员，对淘气猫区域、
公益沙滩区域、 槐香湾区
域等重要节点及时调整保
洁人员， 全天候不间断巡
回保洁， 为全市人民打造
精品游览环境 ， 魅力生

态湿地 。 同时 ，该处执法
大 队 巡 查 规 范 游 览 、 经
营秩序， 重点管控游览
节点区域秩序， 清理流
动摊点， 制止不文明行
为。 节日期间，共清理流
动摊点 70 处，规范经营
商户 58 处，制止不文明
行为 60 起 ，发现并督促
消除淘气猫岛屿设施安
全隐患 2 处。

市数字化城管监督指挥中心：
受理各类问题 2164 件

春节期间， 市数字化
城管监督指挥中心共受理
街面秩序类 、 交通设施
类 、公共设施类 、市容环
境类等问题 2164 件，派遣
案件 2404 件，按时派遣率
99.10%，共结案 2510 件 ，
其中 12319 热线接听居民

来电 99 次， 系统立案 28
件，电话派遣 44 次。 数字
化城管有关责任单位坚守
岗位、履职尽责 ，做到第
一时间处置、反馈收到的
各类案件，为市民度过一
个平安祥和的春节提供了
保障服务。 ②7

本报讯（记者 王宜迪 特
约记者 王松林） 欢快的乐曲
在空中飘荡， 精彩的传统节目
赢得阵阵掌声， 家门口的文艺
表演让在场的父老乡亲感到了
新年的暖意， 浓浓的乡情。 这
是 2 月 9 日卧龙区七里园乡在
春节期间连续第六天举办“我
们的中国梦一一文化进万家”
群众文艺演出时的场景。

舞台搭到村头， 文化送到
基层。 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初
六，卧龙区各个乡镇、街道、景
区组建舞蹈、演唱、戏曲、快板
等文艺表演队进村进社区巡
演， 一道道春节文化大餐，丰
富了群众的节日生活， 弘扬了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各种文化
表演和文体活动精彩纷呈，为
这个春节增添了融融暖意，受
到了群众的广泛赞扬。 家住达
士营村的宋先生看了演出连声
称赞：“这个年过得暖心有味，
乡里开展的文化演出每天节目
不重样， 不同层次， 不同年龄
的人都能看到自己喜欢的节
目， 传统佳节加上精彩的文化
演出，真是太好了！ 太棒了！ ”

卧龙区各乡镇、 景区还积
极开展春节阅读“6 天乐”系列
活动，品书香，赏年俗，为新春
佳节注入新的文化意蕴。 免费
开放的图书阅览室等文化场所
成为许多放假的初高中学生、

大学生以及在外工作返乡人员
最钟爱的地方； 龙王沟风景区
文化站开展“书香卧龙读书评
奖” 活动， 很多喜欢学习“充
电”的年轻人在这里流连忘返，
每天晚上 8 时多， 还有许多人
沉醉在书香阅读中。

为满足辖区群众春节期间
的文化生活需求, 营造浓厚的
过节氛围，该区宣传、文化部门
围绕文化进万家和“暖暖新年”
群众性主题活动， 组织了百余
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演出， 使城
乡掀起一波波祥和美满、 文明
安全的欢乐浪涛， 营造文化卧
龙城乡大互动、 乡镇齐联欢的
过节氛围。 ②7

春节期间，卧龙区群众文化丰富多彩

舞台搭到村头 文化送到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