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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我市认真贯彻落
实省委省政府、省文旅厅关于假
日安全工作的决策部署，在抓好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前提
下，丰富产品供给，优化服务品
质，满足消费需求，让广大市民游
客过一个安全、欢乐、和谐的国庆
假期，全市文化和旅游市场运行
平稳、安全有序。

今年国庆假日，我市旅游市
场以本地游、周边游为主，文化
游、亲子游、生态休闲游等受到
持续欢迎。据第三方测算，全
市国庆假日累计接待游客 120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
前同期的 80%，实现旅游收入
6.3 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至疫
前同期的 75%。综合客源市场
分析，假日期间来自上海、合
肥、南京等市的长线游客小幅
增长，周边及短线传统客源市
场游客继续占据市场主体，徐
州、商丘、枣庄、宿州、亳州等地
游客大幅增加。

文旅活动缤纷多彩
国庆长假，全市各景区结合

国庆热潮，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
足广大市民游客的游玩需求。

节前，市文旅部门开展文旅
宣传推介活动，预热假日市场，激
发游客出游热情。假日期间，乾
隆湖风景区举办首届糖球会，网
红美食盛宴、非遗传承表演等活
动，共邀市民游客感受嗅觉盛宴
与视觉艺术的碰撞和融合。隋唐
运河古镇、吾悦城市广场举办“盛
世隋唐·太平长安”国庆游园会、
马戏节暨国潮小吃集市活动，融
合灯光、国潮、汉服、舞蹈、乐队、
唐风表演等元素，满足游客假日
游玩需求。朔西湖风景区举办特
色民俗社火表演、音乐喷泉、清风
茶会、国风礼乐等活动，让游客欣
赏自然风光的同时观看各类文化
情景演绎，绚丽灯光与喷泉交相
辉映，让游客沉浸在美妙绝伦的
音乐喷泉体验中。相山风景区举
办超大型炫彩光影秀，让市民游
客在欣赏华灯国潮夜的同时欢度
亲子之旅。七彩和村、柳孜文化
园、天街、双楼花海等推出研学、

采摘、赏花等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打卡游玩。

红色旅游倍受关注
国庆节假期，广大市民游客

红色出游热情高涨，市内多个红
色旅游景区成为游客追寻革命精
神的热门打卡地，淮海战役纪念
馆、刘开渠纪念馆等红色景区尤
其受到游客青睐，吸引一大批游
客前往瞻仰、缅怀、致敬革命先烈。

节前，我市在淮海战役双堆
集烈士陵园举行烈士纪念日向烈
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激发了
游客爱国情怀，传承红色血脉。
节日期间，全市红色旅游景区、公
共文化场馆推出丰富多彩的红色
主题活动，丰富游客的游玩体
验。全市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
等公共场馆“不打烊”，相继举办
红色主题展览、手工体验、红色观
影活动、亲子绘画活动、大型历史
剧演出等多种形式的红色主题文
化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往
参与，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让
广大市民游客在乐享美好文化生
活的氛围里点燃内心的爱国情
怀，在主题活动中祝福祖国繁荣

富强。
科技赋能服务升级
借助科技赋能，我市不断提

高对全市文旅场所的智慧化管理
服务，助力游客智慧出行。

全市各级文旅部门广泛开展
“提升服务质量 乐享优质旅游”
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提
供咨询讲解等方式，引导广大市
民健康、文明、安全、品质出游。
全市各涉旅场所在 LED 屏幕上
滚动播出文明旅游和质量月宣传
标语，利用科技手段助力疫情防
控，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文明
旅游、优质出行良好氛围。相山
风景区接入“游安徽”微信扫码入
园新机制，助力疫情防控和景区
管理，游客通过“游安徽”扫码完
成预约并出示安康码即可入园，
大大提高游客出游效率。同时，
景区还进行了 ETC 智慧停车升
级改造，游客通过ETC自动识别
快速进出，节省时间，提升游玩体
验。

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我市高度重视文旅领域安全

生产和疫情防控工作，持续加强

对旅游景区和文化场所的安全检
查督导，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的假
日文化旅游环境。

节前，成立专项检查工作组
对全市重点文旅企业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进行督查，共检查文化
和旅游经营场所 43 家次，发现
并督促整改各类隐患和问题 26
个。节日期间，全市各级文旅部
门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制
度和领导干部在岗带班制度，做
好应急处置工作。建立健全信
息通报和工作联络机制，严格执
行节日值班零报告制度。24 小
时畅通“12318”文化市场举报电
话及“12301”旅游投诉受理和应
急处置工作。全市各景区全员
上岗，在景区入口、核心景点，提
醒游客注意安全事项，引导游客
文明旅游。市志愿者协会等志
愿者组织积极协助景区，为广大
游客提供交通引导、旅游咨询、
旅游应急救援协助等方面的服
务。

国庆假日期间，全市文旅市
场安全、文明、有序运行，未发生
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游客投诉。

多彩文旅 乐享假期
——2021年我市国庆假期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9 月 28 日下午，市第
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五届职
工运动会、第四届残运会新
闻发布会召开，通报本届运
动会的总体情况和筹备工
作情况，并发布市运会会
徽。

※9月28日,“东西南北，
传奇淮北”我市文旅宣传推
介会在山东枣庄成功举办。

※日前，2021年全省青
少年羽毛球锦标赛结束，我
市获得2个第一，1个第二，3
个第三的优异成绩。

本报讯 市第九次党
代会胜利闭幕后，市文旅
体局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
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段时间的重要政治任
务，第一时间召开党组理论
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并于9
月28日上午举行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暨市第九次党代
会精神专题宣讲报告会。

宣传报告会特邀市委
讲师团副团长徐凤林作

《砥砺奋进新征程的行动
纲领》专题辅导报告。徐
凤林结合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
刻解读了市第九次党代会
报告。宣讲内容紧扣主
题，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结合了文化旅游体育工作
实际，阐明了加快建设“五
个淮北”的重要意义。

会后，与会人员就贯
彻落实大会精神进行了认

真讨论，一致认为市第九
次党代会是在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
明确了今后五年全市发展
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
发展方向，是指导我市今
后五年各项工作的纲领性
文件，对我市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引领作用，更
是推动今后我市文化旅游
体育事业发展的行动指
南。

与会人员纷纷表示，
在学习党代会精神后，精
神振奋、深受鼓舞，要将学
深悟透党代会精神，与自
身工作实际相结合，砥砺
奋进，接续奋斗。作为文
旅体战线工作者，要立足
文化旅游体育工作实际，
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用
实实在在的成绩为淮北文
旅体事业添砖加瓦，在全
面开启建设新阶段现代化
美好淮北新征程中作出更
多贡献。

本报讯 为进一步净
化辖区校园周边文化市场
环境，近日，市文化市场综
合执法支队对校园周边出
版物市场开展集中检查，全
面清查校园周边出版物市
场。

此次专项检查行动以
相山区中小学校园周边为
重点区域，对书店、文具店进
行检查，严格整治出版物市
场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通过
随机抽查、查看进销货清单
等方式，重点检查出版物经
营单位是否亮证经营、证照
是否齐全、进货渠道是否正
规、是否售卖侵权盗版出版
物、是否售卖含有教唆犯罪、
渲染血腥暴力等不适宜青少
年阅读内容的出版物。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
还加大对新《中华人民共和

国著作权法》的宣传，对新
旧对比、法条修改部分进行
详细的解读宣讲，督促经营
者加强书籍内容审核，规范
进货渠道，倡导尊重版权意
识，切实增强社会责任感，
自觉抵制非法出版物，依
法、诚信经营。对个别未办
理出版物经营许可证出售
书籍的小文具店，执法人员
耐心讲解《出版物管理条
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并现
场责令停止相关经营行为，
引导做好守法经营。

此次检查共出动执法
人员 78 人次，检查书店 26
家次。下一步，市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支队将继续扎实
开展出版物市场执法工作，
持续加大辖区出版物市场
整治力度，坚持专项行动与
日常监管相结合，加强知识
产权、版权保护宣传，确保
辖区校园周边出版物市场
规范有序。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
强我市旅游行业市场主体
及从业人员诚信意识，抓好
旅游行业诚信建设，强化旅
游安全工作，促进全市旅游
业健康和谐发展。国庆节
前夕，市文旅体局在相山区
康乐社区组织开展2021年

“诚信与我同行 共创诚信
旅游”主题宣传活动。

活动中，市文旅体局
工作人员及志愿者们向广
大市民发放《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文明旅游简明
读本》、诚信出游折页等宣
传材料，并为市民解答出游
问题，引导市民理性消费，
拒绝“不合理低价游”产品，
正确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通过现场解答、悬挂宣传横

幅、发放宣传资料等形式，
进一步提高市民的诚信意
识，提升全民诚信素养，形
成诚信生产、诚信经营、诚
信做人、诚信做事的良好
社会风气，以诚信建设助
推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同
时，在活动现场同步开展

“诚信从我做起”市民诚信
意识问卷调查，充分发挥
市民参与作用。此次活
动，共向市民发放各类宣
传资料及抽纸、手提袋等
宣传品200余份，受到现场
市民一致称赞。

下一步，市文旅体局
将进一步强化宣传力度，
引导和推动我市旅游行业
进一步做好诚信旅游及旅
游安全工作，营造全民参
与，全民共建的良好氛围，
促进我市旅游行业诚信、
安全、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9月下旬，市第十
一届运动会暨第五届职工运动
会羽毛球、棋类、游泳三个项目
的比赛相继落下帷幕。

市十一运会羽毛球比赛设
青少年部和职工部，共有全市
300多名运动员参赛。经过6天
的激烈比拼，相山区获得混合团
体冠军，来自相山区的李冬阳，

曹宇、杨静，曹宇、张学雷分别获
得男单，混双，男双三个单项冠
军，来自皖北煤电的朱二俊获得
女单冠军，朱二俊、马艳获得女
双冠军。青少年部7个单项比赛
的金牌也各归其主。

棋类比赛包含围棋、中国
象棋、国际象棋三个大项，全市
共有200多名运动员齐聚市梅
苑学校体育馆参赛。经过激烈
角逐，各项比赛成绩最终揭

晓。围棋比赛，淮矿集团、杜集
区、濉溪县代表队分获职工部
团体冠、亚、季军，淮矿集团王
长军获职工部个人第一名，相
山区教育局代表队包揽青少部
男、女团体冠军，青少部男、女
个人第一名分别被孟慧祥、李
子卿获得。中国象棋方面，相
山区、淮矿集团、皖北煤电分获
团体前三名，陈善兴、徐建华分
获男女个人第一名；国际象棋

比赛，市梅苑学校获团体第一
名，市梅苑学校李存希、相山区
古城路小学赵晗玥分获甲组、
乙组第一名。

游泳比赛共有全市 36 个
代表团 400 多名运动员、教练
员参赛。最终市第二实验小学
获 6 个单项第一，市第三实验
小学、首府实验小学代表队各
获5枚金牌，太阳城小学、黎苑
小学代表队分获 4 项第一名，

市二中、市七中分获3枚金牌，
桓谭中学获 2 项第一，市第二
实验小学、市第三实验小学、首
府实验小学获青少部团体总分
前三名。淮矿集团、濉溪县、淮
海实业代表队获职工部团体总
分前三名，淮矿集团、淮海实
业、杜集区各获三个单项第一，
濉溪县、市委编办分获 2 枚金
牌，烈山区、市公安局、市住建
局代表队各有一枚金牌进帐。

市十一运会羽毛球、
棋类、游泳三项比赛
圆满落幕

本报讯 10 月 3 日下午，市第
十一届运动会暨第五届职工运动
会跆拳道比赛在杜集区全民健身
中心圆满落下帷幕。

市十一运会跆拳道比赛仅设
青少年部，比赛分个人品势和竞技
两大类，根据选手年龄分设5个组
别，竞技类比赛根据选手体重分若
干个级别，个人品势和竞技两大类
共46个小项比赛。此次比赛自10
月 1 日开赛，共有三区一县 301 名
选手参赛。

为期三天的比赛时间里，各参
赛选手放弃国庆假期休息时间，全

身心投入到比赛中。比赛现场，运
动员们敢打敢拼、勇于争胜，鞭腿、
劈踢、直拳、后旋，腾挪转移、你来
我往，展现出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竞
技水平，精彩的表现赢得了赛场外
的阵阵掌声和喝彩。

经过三天的比拼，各单项比赛
金牌花落各家。杜集区代表队以
18 枚金牌的成绩牢牢占据金牌榜
首位，烈山区代表队共收获13个单
项比赛第一名，相山区代表队拿下
8金，濉溪县代表队获得4项第一，
市教育局代表队取得2枚金牌。团
体总分方面，杜集区代表队以1103
分遥遥领先，烈山区、濉溪县代表
队分获二、三名。

市十一运会跆拳道比赛收官

本报讯 10 月 9 日下午，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省
体育局共同主办的“舞动美好安
徽 共庆建党百年”安徽省广场舞
集中展演在铜陵市体育中心火热
上演，由市文化馆选送的原创舞

蹈《乡土情》参加展演，赢得满堂
喝彩。

经过前期选拔，来自全省各
地的 18 支代表队，600 余名选手
参加此次展演。由文化馆舞蹈
艺术团表演的原创舞蹈《乡土
情》广场舞作品，以淮北自然景
观为主题，融合群众生活素材创

编。舞蹈分为四个章节，三个部
分完成，采用本土地方特色，以
民间渔鼓、长绸扇为主，再加槌
缨，钹饰和鲜艳夺目的服装，用
抒情的现代舞，呈现着花团锦簇
同五彩缤纷的诱人景色。舞蹈

《乡土情》融服饰、舞姿音响、技
巧、队形于一体，风度于一身，表

达了对故土、亲人的深深依恋，
展现了新时代淮北人民群众昂
扬向上的精气神和对党、祖国和
家乡的热爱之情。

本场展演活动通过国家公
共文化云、有戏安徽、安徽文化
云、安徽公共文化云以及安徽
省文化馆抖音、快手等平台直

播，并联动近 20 家省级数字文
化云平台面向全国观众进行网
络直播，线上观看人数达 62.8
万，有效丰富了老百姓的精神
文化生活，切实提高了城乡居
民的文化参与度，持续增强了
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幸福
感。

市文化馆原创舞蹈《乡土情》亮相全省广场舞展演

市文旅体局举行
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报告会

我市开展校园周边
出版物市场检查

市文旅体局开展
“诚信与我同行·共创诚信旅游”

主题宣传活动

一句话新闻

聚焦市运会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张曼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朱桂发 邵校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朱桂发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王惠敏

■ 首席记者 王守明 通讯员 肖寒

■ 记者 刘露 通讯员 朱桂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