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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陕西旅游，你首先会
想到什么？是“秦中自古帝王
州”的历史厚重，还是秦岭黄河
在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生态
大美。

如果让你推荐最能够代表

陕西旅游的100张名片，评选出
陕西旅游百强，你会为哪个景
区打call?

为全方位宣传陕西旅游，
展现陕西旅游的品牌力量，献
礼改革开放 40周年，本报携手

中国高铁旅游媒体联盟以“辉
煌印记”为主题，推出 2018陕
西旅游“百强榜”大众推评活
动，全民参与评选最具代表性
的陕西旅游名片，讲好陕西旅
游故事。

今年以来，合阳县积极推进农村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通过建
立“一核引领、三治互促、精准服务”
工作机制，取得明显成效。

据悉，为不断提升党组织领导农
村基层治理水平，合阳县以村级党组
织为核心，按照“从下到上、重在落
实、公开透明、全程监督”的原则，形
成以村民理事会议事、村民委员会落
实、村务监督委员会监督的“1+3”工
作运行机制。每月1日由村民理事
会将收集到的各方面意见建议进行
梳理归类，提交村党组织研究。村党
组织召集“两委”干部进行商议，商议
结果在“统一活动日”通过党员大会
予以审议，村民代表对审定事项进行
决议，决议结果交由村委会具体实
施，监委会对实施过程、实施结果进
行全程监督。“1+3”工作机制运行情
况及民主决策结果定期在党务村务
公开栏公示，接受广大群众监督。

王小平邢朵本报记者马秀红

创新乡村治理
推行“一核三会”

11月 10日，金龙鱼外婆乡
小榨菜子油“香韵之旅”第六季
大型活动西安站将走进高陵区，
趁着周末，让我们带上家人，和
金龙鱼一起“穿越”到童年，品尝
外婆做的美味，体验儿时游戏的
欢愉时光。

本次在高陵区（阳光新生活
超市）举行的活动，是金龙鱼以
外婆菜为主的形象落地，也是现
场试吃消费的体验活动。现场
既有精彩纷呈的各种演艺，又有

消费者参与的家庭厨艺大比拼，
还有丰富多彩的亲子游戏互动
环节。此外，还有多位身着古装
的外婆，预备的地道中式餐点，
带你重回童年，重享美味感受浓
浓的亲情。

据了解，活动时间为期两
天，现场有舞台演绎、产品展
示、游戏互动、厨艺展示四个区
域。消费者可以在舞台演绎
区，欣赏优美欢乐的古典舞蹈
表演，琵琶、古筝和奏，还有民

间杂耍表演，也可以在现场选
购优惠的金龙鱼米面油产品。
现场还有投壶、蹴鞠、套圈游戏
互动，新老消费者参与就有精
美礼品相送。

厨艺展示环节中，既有星级
大厨现场烹饪各种陕西特色美
食、也有消费者试吃互动，还有
消费者厨艺大比拼活动。外婆
独门秘籍制作的各色美食，油泼
辣子、辣子鸡、土豆片夹馍等各
式菜肴、特色小吃任您品尝。

现场凡购买金龙鱼系列产
品满 60元，凭当日小票即可在
兑奖区领取价值 8元金龙鱼外
婆乡小榨菜子油一瓶，同时还有
惊喜的劲爆秒杀环节。

据金龙鱼外婆乡小榨菜子
油的负责人表示，“此活动，在陕
西各地已举行了五季，吸引了无
数消费者参与，也受到消费者的
认可与跟踪。在活动互动中，既
能传递亲情，又能体现家人的付
出与协作。”P① 黄美茹

11 月 5 日—8 日，陕西
省文化和旅游厅精心组织
的第 11 届陕西乡村旅游展
成为第 25 届杨凌农高会上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本届
乡村旅游展以“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设

“旅游带动产业兴旺”“旅
游推动生态宜居”“旅游促

进乡风文明”“旅游保障治
理有效”“旅游提升生活富
裕”五个主题展示区。通
过旅游形象展示、旅游产
品推介、民俗文化演出、非
遗表演与体验等，全面展
示了我省乡村旅游的魅力
和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新 成
效、新作为。

互动体验
乡村旅游展精彩纷呈

本届展会从展场搭建、展
演内容，到乡村旅游产品类
型、互动方式等，科技感、时尚
感增强。展馆主题突出，设计
简约，配合着灯光效果，民俗
元素变得清新时尚。精品旅
游商品、文创产品展销结合颇
受喜爱；关中民俗博物院展示
的主题徽章、冰箱贴等文创产
品，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时尚结
合，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记者在现场看到，浑厚而
嘹亮的陕北民歌，热烈真挚的
周至快板，粗犷豪放的华阴老
腔，细腻悠扬的宁陕小调，富
有陕北、关中、陕南特色的民
俗表演接连精彩上演，获得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各地市
的旅游资源介绍和宣传片播
放，则将三秦的大美风光呈送
给了每一位观众。

乡村旅游
乐了市民富了农民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乡
村旅游发展现场负责人告诉
记者：“十二五”以来，陕西乡
村旅游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
的文化底蕴、多样的业态，成
为广大游客感受青山绿水、回
味乡愁情怀的好去处。陕西
旅游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
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
抓手，突出旅游示范县建设、文
化旅游名镇建设、旅游村镇建
设、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农家乐
及民宿建设、乡村旅游扶贫“六
级抓手”，聚力政策指导、规划
引领、标准建设、项目支持、典
型带动、示范创建、文化提升、
品牌宣传、培训提高、旅游富民

“十个坚持”，全方位、全领域，
系统化地推进了乡村旅游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

吴娟本报记者 马秀红

西藏山南旅游
来陕推介

11月7日，由西藏山南市政府主办
的“2018冬游山南·共享地球第三极”
山南旅游推介会在西安举办。陕西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陈梦榆、山南市副
市长牟永文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据了解，此次推介活动旨在进一
步打造“藏源山南”旅游品牌，积极搭
建对外开放、客源互送、合作共赢的交
流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山南，了解
山南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民风民
俗，进一步拓展山南旅游客源市场，努
力打造山南旅游“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的旅游发展态势。牟永文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不断推进陕西与山
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两
地旅游事业繁荣发展。

陈梦榆在致辞中表示，支持西
藏发展是陕西义不容辞的责任。随
着国家资金对旅游业投资的进一步
加大，西藏旅游持续升温，已成为中
国区域旅游的重要标志。而山南是
藏文化的发祥地，山南旅游正在呈
现蓬勃发展的新态势，结合陕西旅
游资源，进一步加强山南、陕西的旅
游合作。 本报记者马秀红

搜狗今年第三季度
营收超18.8亿元

11月5日，搜狗公布了未经审计
的 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
示，截至 9月 30日，搜狗总收入超
18.8亿元，同比增长10%，整体业务
发展稳健。

搜狗公司CEO王小川表示：“我
们的核心业务稳健发展，搜狗搜索坚
持差异化策略，竞争力持续提升；搜狗
输入法进一步与搜索结合，产生更好
的协同效应。同时，我们对语言为核
心的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投入，不断将
技术成果落地到搜索、输入法和智能
硬件产品中，在为用户创造更好体验
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相信
未来这将助力公司取得更大的突破。”

据了解，在核心业务方面，搜狗搜
索和搜狗输入法均稳健增长。搜索继
续稳居国内第二大搜索引擎，收入继
续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输入法日活用户超4.05亿，较一年前
增长32%，到9月底，搜狗手机输入法
日均语音请求达5亿次，稳居国内第
一大语音应用。P② 吕云涛

香浓外婆乡寻香合家欢
金龙鱼“香韵之旅”第六季活动本周末在高陵启动

2018陕西旅游“百
强榜”之——

十大人气景区、十大
特色小镇、十大生态景
区、十大人文景区、十大
美丽乡村、十大旅游强
县、十大水利风景区、十大
文化演艺、十大红色旅游
地、十大新锐景区

八大单项奖——
全域旅游示范窗口、

陕西旅游发展感动人物、
全域旅游发展匠心人物、
创新营销先锋人物、诚信
经营旅游机构、人气休闲
度假酒店（民宿）、旅游扶
贫示范单位、金口碑文化
创意产品

活动参与热线：
13892806411（同微信）

奖项设置

从人文景区到山水秦岭，从
美丽乡村到特色小镇，陕西旅游
在飞速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批
精品景区和优秀旅游目的地。
本次活动就是要把这些精品景
区和县域旅游目的地精选出来，
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进一步推

动我省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本次活动将通过景区自荐

和专家、读者推荐的形式，推评候
选榜单，评选出包括“十大人气景
区”“十大生态景区”在内的多个

“百强榜”奖项。同时，还将设置
“全域旅游示范窗口”“陕西旅游

发展感动人物”“旅游扶贫示范单
位”等多个单项奖，聚焦全域旅
游、旅游营销、旅行社、酒店、旅游
产业品牌、旅游界风云人物等，同
陕西旅游“百强榜”一起，共铸陕
西旅游追赶超越新篇章。

本报记者郑亚玲

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旅
游硕果累累。

2017年，三秦都市报全媒体
携手中国高铁旅游媒体联盟，以

“优质旅游看陕西”为主题，首次
推出陕西旅游名片“百强榜”大

众推评活动，受到广大读者和旅
游业内的广泛关注，影响力巨
大。

在岁末之际，围绕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旅游大发展，本报全
媒体再次携手中国高铁旅游媒

体联盟，以“辉煌印记”为主题，
推出 2018陕西旅游名片“百强
榜”大众推评活动，致力于对改
革开放40年来陕西旅游的发展
成就进行一次大的“阅兵”，打造
岁末属于陕西旅游的饕餮盛宴。

陕西乡村旅游发展展区
闪亮杨凌农高会

乡村旅游展馆精彩的民俗演艺

2018陕西旅游“百强榜”
大众推评活动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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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推动生态宜居”“旅游促

进乡风文明”“旅游保障治
理有效”“旅游提升生活富
裕”五个主题展示区。通
过旅游形象展示、旅游产
品推介、民俗文化演出、非
遗表演与体验等，全面展
示了我省乡村旅游的魅力
和 乡 村 旅 游 发 展 的 新 成
效、新作为。

互动体验
乡村旅游展精彩纷呈

本届展会从展场搭建、展
演内容，到乡村旅游产品类
型、互动方式等，科技感、时尚
感增强。展馆主题突出，设计
简约，配合着灯光效果，民俗
元素变得清新时尚。精品旅
游商品、文创产品展销结合颇
受喜爱；关中民俗博物院展示
的主题徽章、冰箱贴等文创产
品，将民俗文化与现代时尚结
合，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记者在现场看到，浑厚而
嘹亮的陕北民歌，热烈真挚的
周至快板，粗犷豪放的华阴老
腔，细腻悠扬的宁陕小调，富
有陕北、关中、陕南特色的民
俗表演接连精彩上演，获得现
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各地市
的旅游资源介绍和宣传片播
放，则将三秦的大美风光呈送
给了每一位观众。

乡村旅游
乐了市民富了农民

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乡
村旅游发展现场负责人告诉
记者：“十二五”以来，陕西乡
村旅游以其优良的生态、深厚
的文化底蕴、多样的业态，成
为广大游客感受青山绿水、回
味乡愁情怀的好去处。陕西
旅游把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农
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重要
抓手，突出旅游示范县建设、文
化旅游名镇建设、旅游村镇建
设、乡村旅游景区建设、农家乐
及民宿建设、乡村旅游扶贫“六
级抓手”，聚力政策指导、规划
引领、标准建设、项目支持、典
型带动、示范创建、文化提升、
品牌宣传、培训提高、旅游富民

“十个坚持”，全方位、全领域，
系统化地推进了乡村旅游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

吴娟本报记者 马秀红

西藏山南旅游
来陕推介

11月7日，由西藏山南市政府主办
的“2018冬游山南·共享地球第三极”
山南旅游推介会在西安举办。陕西省
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陈梦榆、山南市副
市长牟永文出席推介会并致辞。

据了解，此次推介活动旨在进一
步打造“藏源山南”旅游品牌，积极搭
建对外开放、客源互送、合作共赢的交
流平台。让更多的人认识山南，了解
山南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民风民
俗，进一步拓展山南旅游客源市场，努
力打造山南旅游“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的旅游发展态势。牟永文表示，希
望通过此次活动，不断推进陕西与山
南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推动两
地旅游事业繁荣发展。

陈梦榆在致辞中表示，支持西
藏发展是陕西义不容辞的责任。随
着国家资金对旅游业投资的进一步
加大，西藏旅游持续升温，已成为中
国区域旅游的重要标志。而山南是
藏文化的发祥地，山南旅游正在呈
现蓬勃发展的新态势，结合陕西旅
游资源，进一步加强山南、陕西的旅
游合作。 本报记者马秀红

搜狗今年第三季度
营收超18.8亿元

11月5日，搜狗公布了未经审计
的 2018年第三季度财报。财报显
示，截至 9月 30日，搜狗总收入超
18.8亿元，同比增长10%，整体业务
发展稳健。

搜狗公司CEO王小川表示：“我
们的核心业务稳健发展，搜狗搜索坚
持差异化策略，竞争力持续提升；搜狗
输入法进一步与搜索结合，产生更好
的协同效应。同时，我们对语言为核
心的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投入，不断将
技术成果落地到搜索、输入法和智能
硬件产品中，在为用户创造更好体验
的同时也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相信
未来这将助力公司取得更大的突破。”

据了解，在核心业务方面，搜狗搜
索和搜狗输入法均稳健增长。搜索继
续稳居国内第二大搜索引擎，收入继
续以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速度增长；
输入法日活用户超4.05亿，较一年前
增长32%，到9月底，搜狗手机输入法
日均语音请求达5亿次，稳居国内第
一大语音应用。P② 吕云涛

香浓外婆乡寻香合家欢
金龙鱼“香韵之旅”第六季活动本周末在高陵启动

2018陕西旅游“百
强榜”之——

十大人气景区、十大
特色小镇、十大生态景
区、十大人文景区、十大
美丽乡村、十大旅游强
县、十大水利风景区、十大
文化演艺、十大红色旅游
地、十大新锐景区

八大单项奖——
全域旅游示范窗口、

陕西旅游发展感动人物、
全域旅游发展匠心人物、
创新营销先锋人物、诚信
经营旅游机构、人气休闲
度假酒店（民宿）、旅游扶
贫示范单位、金口碑文化
创意产品

活动参与热线：
13892806411（同微信）

奖项设置

从人文景区到山水秦岭，从
美丽乡村到特色小镇，陕西旅游
在飞速发展中涌现出了一批批
精品景区和优秀旅游目的地。
本次活动就是要把这些精品景
区和县域旅游目的地精选出来，
进行集中展示和宣传，进一步推

动我省旅游业更好更快地发展。
本次活动将通过景区自荐

和专家、读者推荐的形式，推评候
选榜单，评选出包括“十大人气景
区”“十大生态景区”在内的多个

“百强榜”奖项。同时，还将设置
“全域旅游示范窗口”“陕西旅游

发展感动人物”“旅游扶贫示范单
位”等多个单项奖，聚焦全域旅
游、旅游营销、旅行社、酒店、旅游
产业品牌、旅游界风云人物等，同
陕西旅游“百强榜”一起，共铸陕
西旅游追赶超越新篇章。

本报记者郑亚玲

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旅
游硕果累累。

2017年，三秦都市报全媒体
携手中国高铁旅游媒体联盟，以

“优质旅游看陕西”为主题，首次
推出陕西旅游名片“百强榜”大

众推评活动，受到广大读者和旅
游业内的广泛关注，影响力巨
大。

在岁末之际，围绕改革开放
40年来陕西旅游大发展，本报全
媒体再次携手中国高铁旅游媒

体联盟，以“辉煌印记”为主题，
推出 2018陕西旅游名片“百强
榜”大众推评活动，致力于对改
革开放40年来陕西旅游的发展
成就进行一次大的“阅兵”，打造
岁末属于陕西旅游的饕餮盛宴。

陕西乡村旅游发展展区
闪亮杨凌农高会

乡村旅游展馆精彩的民俗演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