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A CHANG XIN NONG MIN
中共大厂回族自治县委主办 2018 年 9 月 17 日 第552期星期一 戊戌年八月初八

共襄盛会 共叙友谊 共谋发展

第三届廊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我县开幕

标题新闻
□ 驻河北省全国人大代表专题调研组到我县调研

简明新闻
□ 我县召开鲍邱河综合治理百

日攻坚行动汇报会议。9月10日，我

县召开鲍邱河综合治理百日攻坚行

动汇报会议。县领导刘宝旺、王彦

伟、杨华勇、吴成杰出席。（王璐雪）
□ 县政协召开会议对少数民族

工作征集社情民意。9月14日，县政

协召开会议对少数民族工作征集社

情民意。县领导冯幸、孟宪明、张春

秋、李建军、陈朝军出席。（李月）
□ 我县对全市旅发大会文艺演

出进行调度。9月13日，我县召开会

议，对全市旅发大会文艺演出进行调

度。县领导张秀萍出席。（李月）
□ 我县召开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置工作会议。9月11日，我县召开餐

厨垃圾无害化处置工作会议。县领

导吴成杰出席。（李英杰）
□ 我县召开消防安全约谈会

议。9月10日，我县召开消防安全约

谈会议。县领导徐兵出席。（李月）
□ 衡水市政协调研组到我县考

察。9月14日，衡水市政协调研组到我

县考察。县领导张春秋陪同。（王璐雪）

中国（大厂）“影视+旅游”创投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王璐雪 李月）9月

15日，第三届廊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中国（大厂）“影视+旅游”创投论坛在大

厂影视小镇举行。市政府副市长张春

燕、县长刘宝旺与来自学界、业界的专

家学者共同参加论坛。

张春燕在欢迎辞中说，新时代，廊

坊在经济发展、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孕

育等方面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常态，也

迎来了京津冀协同发展、北京新机场及

临空经济区建设等新机遇，廊坊将依托

京津冀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潜在消费市

场，通过“影视＋旅游”两个业态的深入

融合，探索激发廊坊文创产业的高质量

发展。大厂作为廊坊文创产业的先锋

队和排头兵，立足独特的区位优势和丰

富的文化底蕴，将通过影视载体，实现

旅游发展的文化含量、品位、内涵的同

步提升，打造独特的“影视+旅游”生态

圈，推动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共同繁荣

发展。

刘宝旺在开幕词中表示，“影视+旅

游”是新兴的旅游模式，拥有无限的发

展潜力，大厂将通过两个业态的融合发

展，释放激活丰富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致力打造样板级的全域旅游产品，力争

在影视旅游上取得新突破，让影视文创

产业和旅游产业成为大厂腾飞的主导

产业。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厂必将成

为引领区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新高

地和新的动力源。

活动期间，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

长张丕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

员杨晓东分别围绕论坛主题进行了主

旨演讲。

沙龙对话环节，业界嘉宾进行了头

脑风暴，为构建“影视＋旅游”产业融合

发展的交流合作、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

链相互整合发展“把脉诊断”。

论坛最后发布了中国（大厂）影视

创投季实施计划和制片工坊计划，并举

行了创投项目签约仪式。

全域旅游发展峰会暨廊坊旅游成果发布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张娜）9月15日，第

三届廊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全域

旅游发展峰会暨廊坊旅游成果发布

会在我县举行。市政府副市长张春

燕，县委常委、县政府党组副书记、

副县长王彦伟出席活动。

旅游成果发布会上，发布了廊

坊市旅游成果蓝皮书，观看了廊坊

旅游宣传片。峰会期间，北京交通

大学旅游系张辉主任和北京联合大

学旅游学院李柏文教授，分别围绕

“廊坊市全域旅游发展路径”“中国

全域旅游实践、认知与理论溯源”进

行了主题演讲，提出了对廊坊全域

旅游的建议和展望。头脑风暴环

节，业内专家学者围绕如何助推廊

坊市全域旅游提档升级进行了高端

对话，为旅游业自身的转型升级增

添了动力，对助推廊坊“旅游+”多产

业融合，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将起

到积极作用。

2018年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展论坛
暨首届中国·大厂景泰蓝技艺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英杰 谭淼）9月

15日，由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主办，河

北省工艺美术协会、中共廊坊市委宣

传部、大厂回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2018年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

业发展论坛暨首届中国·大厂景泰蓝

技艺大赛颁奖典礼在大厂民族宫举

行。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周郑生、

市政府副市长张春燕、县委书记谷正

海出席论坛。

谷正海代表大厂县委、县人大、县

政府、县政协和全县13万各族群众，对

领导专家、各界人士的到来表示欢迎，

对他们给予我县中国景泰蓝之乡创建

工作及产业传承的指导和帮助表示感

谢。他说，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首届

中国·大厂景泰蓝技艺大赛徐徐落幕，

2018年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

展论坛盛大开启，全县13万各族人民

正在迎来大厂文化史上的一大盛事

——“中国景泰蓝之乡”即将正式挂

牌。这是继我县“景泰蓝制作技艺”入

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又一振

奋人心的历史时刻，标志着大厂文化

旅游产业及非遗技艺传承迈上了新的

历史起点。

谷正海说， （下转第二版）

本报讯（记者周少红）初秋的大厂，

金风送爽、花开万象、硕果飘香。9月15

日晚，“绿色·协同·共享”第三届廊坊市

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大厂民族宫开幕，

八方宾客共赏“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

园”美景，共品地域特色风情，共谋旅游

发展大计。市委书记冯韶慧，市委副书

记、市长陈平，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

龙，市政协主席李波，市委常委、秘书

长、政法委书记张金波，市人大副主任

邵二玲，副市长张春燕，县委书记谷正

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宝旺，县委副书

记张洪涛，县人大主任杨振新，县政协

主席冯幸等县四套班子领导及国内知

名旅游专家，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

清区旅游主管部门、两地重点旅游企

业、廊坊各县（市、区）旅游主管部门负

责同志等出席大会开幕式。

市委书记冯韶慧宣布第三届廊坊

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开幕。

副市长张春燕主持大会开幕式。

省旅游委副主任王荣丽致辞。

县委书记谷正海致欢迎辞。他说，

近年来，大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文化产业、全

域旅游为两大抓手，以“五城同建”标准

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积极构建

“一城两区多小镇”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

谷正海说，大厂是个生机勃发、神

奇而又美丽的地方。这里有水有绿、有

歌有舞，既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也有传

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的碰撞融合。在挖

掘历史积淀的同时，大厂积极推动资源

整合、产品优化和业态创新，民族宫、书

画院、影视小镇、万亩银杏林等一批高

品质旅游景观正在推向全国，游客服务

中心、旅游厕所、环线公路、景观大道等

旅游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大厂的旅

游产业正在朝着大花园、全域化方向阔

步前行。

谷正海说，承办此次全市旅发大

会，给了大厂展示形象、借势发展的机

遇。我们将进一步落实好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面向北京、文化休闲、整合资

源、打造品牌，为全市旅游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与兄弟县市携手并肩为建设新

时代经济强市、美丽廊坊努力奋斗。

开幕式上，播放了廊坊旅游宣传推

介片。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周郑生为

我县颁发了“中国景泰蓝之乡”荣誉牌匾。

随后，与会领导及嘉宾共同观看了

由大厂评剧歌舞团演艺有限责任公司

创演的“风情水乡、创意大厂”第三届廊

坊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文艺演出。

整场演出分为《文脉大厂》《生态大

厂》《文化大厂》《休闲大厂》四个章节。

全息舞蹈《万马奔腾》气势恢宏、场面震

撼，拉开演出序幕。回族舞蹈《金色汤

瓶》优雅芬芳、沁人心脾。歌舞《大厂风

光美如画》美轮美奂、引人入胜。《国礼

景泰蓝》创意十足、华彩绽放。情景歌

舞《舌尖上的大厂》惟妙惟肖、生动传

神。期间，四名宣讲人轮番登场，追根

溯源、守护绿色、感悟文化，深入宣讲大

厂的历史文脉、生态环境、风土人情和

发展活力，尽情展现大厂之美和作为大

厂人的自豪感，生动展示我县以文化产

业、全域旅游为两大抓手，以“五城同

建”标准打造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

构建“一城两区多小镇”高质量发展格

局的成果。演出最后在悠扬的旋律《相

约廊坊、相约大厂》中圆满落下帷幕。

文艺演出为旅发大会的成功召开增添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寓意着大厂的全

域旅游前景将更加精彩美好。

开幕式前，与会领导及嘉宾参观了

民族宫广场智能厕所建设，观看了《乐

道廊坊》广场舞巡演、热气球表演、大厂

风情摄影作品展、“通武廊”旅游商品

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展。

当天下午，冯韶慧、陈平、张金波、

谷正海、刘宝旺共同会见了参加旅发大

会的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党委

常务副书记张建明，北京金隅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姜德义，北

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高

一轩，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会长周郑生。

李龙、李波、邵二玲、张春燕、杨振

新、冯幸也会见了与会部分嘉宾。

推动“旅游+”多产业融合 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
本报讯（记者周少红 黄雪 张娜）

蔚蓝天空阔，秋色景怡人。借力第三

届廊坊市旅发大会的召开，我县精心

筛选的 7 个观摩点，串起了大厂“旅

游+”多产业融合的旅游精品项目，特

色鲜明、精彩纷呈，为与会领导及嘉宾

奉献了一道北京城市副中心后花园的

旅游盛宴。

此次旅发大会我县观摩点分别为：

城市规划馆、万亩银杏林、游客服务中

心、京东工艺品有限公司、金漆镶嵌有

限责任公司、书画院公园、影视小镇。

观摩过程中，与会领导和嘉宾们

亲眼目睹着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高

质量发展的良好态势，切身感受着大

厂干部群众说干就干、干就一流的奋

进活力与豪迈激情。他们一路观摩、

一路思考、一路感慨，对我县全域旅游

发展给予高度评价，对大厂美好前景

充满期待。

金秋的大厂，蓝天纯净、白云飘逸，

阳光和煦、微风轻柔。一路上，绿树、鲜

花交相辉映，形成多个美不胜收的景观

小品，令人赏心悦目。嘉宾周向梅高兴

地说“这是我第一次来大厂。这里是一

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尤其是城市建设做

得特别好，整个城区很干净，绿化率很

高，简直就像一个天然氧吧，让人觉得

很舒适。我很喜欢这里！”

“久居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远离

繁华的都市喧嚣，在万亩银杏林的绿

色氧吧中徜徉自得，满足了现代都市

人对乡村恬静生活的向往。嘉宾常淑

兰连连称赞大厂清新的空气，表示只

要有机会，定会再次前来大厂游玩。

（下转第三版）

全市旅游工作推进会在我县召开
本报讯（记者李英杰）9月16日，全

市旅游工作推进会在我县召开。市领

导冯韶慧、陈平、李龙、韩占山、张金波、

邵二玲、张春燕、李玉宝出席会议，县委

书记谷正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刘宝旺

参加会议。

市委书记冯韶慧作重要讲话，他指

出，近年来，廊坊市委、市政府坚持把旅

游业作为支柱产业打造，产业规模不断

扩大，质量效益显著提升，旅游综合带

动作用日益凸显，旅游业呈现出蓬勃发

展的良好态势。第三届廊坊市旅发大

会围绕“绿色·协同·共享”主题，举办了

2018年京津冀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发

展论坛、2018年中国（大厂）“影视+旅

游”创投论坛、全域旅游发展峰会暨廊

坊旅游成果发布会等系列活动，与会代

表现场观摩了大厂影视小镇、万亩银杏

林、大厂书画院等景区景点。大家一致

认为，这届旅发大会很具感染力、冲击

力，深受触动、很受启发。大厂城乡面

貌变化之大令人振奋，生态环境保护与

旅游业发展之协调令人振奋，景点景区

的感观形象与接待能力提升之快令人

振奋，创新创意旅游产品带来的效益之

好令人振奋。总体看，大会达到了三方

面效果：一是展示了廊坊发展的崭新面

貌，扩大了“京津乐道、绿色廊坊”旅游

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展示了新时代

加快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廊坊的新形

象；二是展示了旅游业发展的美好前

景，现场观摩的景区景点瞄准了新的市

场需求，充满了新的旅游元素，更加坚

定了全市做强做大旅游产业的信心与

决心；三是展示了广大干部的良好精神

风貌，集中体现了勇于担当、善于攻坚、

苦干实干、事争一流的工作精神。

冯韶慧指出，要以旅发大会为契

机，进一步转变思想观念，充分认识新

形势下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意义；要聚焦

关键环节，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要强

化保障措施，切实凝聚起建设旅游强市

的强大合力，为新时代加快建设经济强

市、美丽廊坊作出积极贡献。

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平主持会议并

就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要求，要切实增

强发展全域旅游的危机感、紧迫感、责

任感，创新思维、拓宽思路，敢想敢做、

善作善成，以旅发大会为契机，瞄准市

场新需求，找准发展切入点，切实把旅

游业发展成廊坊市支柱产业。

会上，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长李龙

传达了第三届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

精神；副市长张春燕为第四届廊坊市旅

游产业发展大会承办地授旗；与会领导

为廊坊旅游十大突出贡献单位和个人

颁奖；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大城县

作全域旅游创建表态发言；与会人员一

同观看了第三届廊坊市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宣传片。

谷正海在会上作了题为“面向北

京 文化休闲 全力建设北京城市副中

心后花园”的表态发言。他说，近年来，

大厂县委、县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

省市重大决策部署，坚持把发展全域旅

游作为壮大县域经济的战略性、支柱性

产业，积极面向北京，着眼文化休闲，以

打造“京津冀一站式休闲旅游目的地”

为目标，全力推动旅游全区域、全要素、

全产业链发展，成为河北首批省级全域

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下转第三版）

□ 赵晋进到我县督导检查全市旅发大会安保工作

□ 我县召开“双创双服”活动调度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