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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按照疫情防控的要求，戴着口罩，保
持距离。这幅场景，一定会载入菜花活
动史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疫
情挡不住，千垛等你来。此时此刻，又
让人心生敬意。要向菜花致敬，因为是
她带来春的气息，更成就了全球“四大
花海”的传奇；要向景区人致敬，因为是
他们的辛勤付出、不辞辛劳，才让出行
游览更加安全、顺畅、有序，别开生面；
要向远道而来的各位朋友致敬，因为他
们的到来，这片花海更显生机无限。
叶冬华指出，
此地此人，
更让人心生

期待。兴化地处江淮之间，
优势在农、
特
色在水，未来的核心竞争力在生态。这
样的水乡风光，
这样的生态本底，
决定了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走生态立市、文化兴
市、工业强市的绿色发展之路。希望通
过一系列菜花旅游推广活动，以菜花为
媒，
以旅游为介，
进一步开辟践行
“两山”
理论、打通由“绿”生“金”新的路径。真
诚欢迎各位朋友在兴化多走一走，看一
看，
共同寻找合作共赢的发展商机。
2020 千垛菜花旅游推广活动时间
为 3 月 18 日至 5 月 5 日，主题为“春暖菜
花开 千垛等你来”
，
主场位于千垛景区。
本次旅游推广活动有三个特点：一
是突出全域布局，展现水乡风貌。我市
将一丝不苟地做好疫情防控，一心一意
地谋划每一项推广活动，一如既往地向
大家展现“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
不黄花”的花海盛景。二是突出创新融
合，激发崭新活力。本次活动期间，将
融合旅游、文化、体育等要素，为游客呈
现丰富多样的体验活动。三是突出配
套保障，实现服务升级。作为文旅部公
布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单位，我市将致力打造国内一流的全域
旅游目的地。
市委副书记葛志晖主持活动。
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春龙为万亩
荷塘和碧水东罗授牌。
副市长刘忠介绍 2020 千垛菜花旅
游推广活动内容。
市领导常传林、刘玲洁参加活动。

千垛花海再次登上 《新闻联播》
近日，兴化的绝美景色——千垛油
菜花海再次在新闻联播上惊艳亮相。央
视《新闻联播》将镜头对准了这片春日
里明亮的风景。
此外，由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责
制作上线的旅游宣传也正在持续播出

中。3 月 10 日起兴化旅游形象广告亮相
CCTV-4 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记
住乡愁》
《深度国际》
《中国舆论场》等黄
金栏目间的广告时段，播出一直持续到
4 月份。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醉千

湖”。金黄的油菜花就这样不经意间撞
进我们的眼帘，让人从心里感受到春天
的气息，春天，就该是这样明亮而鲜艳。
行走在花海深处，清风捎来阵阵花香，
手指拂过娇嫩的花瓣，耳畔是鸟儿空灵
的歌唱，
当下正是一派大好春光。

兴化带你“云”游千垛花海
“春暖菜花开，千垛等你来”。3 月
18 日，2020 年兴化千垛菜花旅游推广活
动正式启动。当天上午，南京广电集团
与兴化市人民政府携手推出的“云”游
兴化系列活动，通过电视、网络的全媒
体直播渠道，带领观众领略千垛菜花的
魅力。直播中通过无人机的视角俯瞰
万亩油菜花，
美景一览无余。
本次活动的演播室特意放在了花
海旁的廊桥上。今年，千垛景区核心区
进行了大扩容，两座观光廊桥基本完
成，游客在此可高空看菜花，将垛田全
貌、千垛美景尽收眼底。
副市长刘忠介绍说，生态是兴化的
名片，水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是兴
化最大的优势和竞争力所在。兴化充
分发挥自然生态优势来“种风景”，用美
丽的风景吸引人、留住人、集聚人，着力
丰富拓展更多的旅游产品。千垛菜花
风景区是农业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典
范，近几年，我市对千垛景区实施从千
垛菜花向千垛花田的延伸，由季节性观
光拓展为全年性观光。
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局长沈浮介绍
说，根据规划，景区种植了早熟、中熟和
迟熟品种的油菜，这是为了保证油菜花
期错开盛放，让游客欣赏不同时段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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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垛菜花旅游推广活动正式启动

3 月 18 日上午，随着市领导叶冬华、
吉天鹏、
葛志晖、
沙顺喜共同触摸启动球，
2020千垛菜花旅游推广活动正式启动。
市委书记叶冬华代表市委、市政府
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真诚的欢
迎。他指出，今天的活动，无论是形式，
还是内容，都与以往有所不同，但永远
不变的，是我们放大花海效应、做强兴
化旅游的不懈追求。
叶冬华在推广活动上说，此情此
景，让人心生感慨。置身如此春光，杂
花生树，草长莺飞，参加活动的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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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油菜花。今年景区的油菜花花期比往
年提早，
本月底将迎来最佳赏花期。
在主持人的带领下，观众跟随镜头
登船乘舟驶入垛田。穿行于万湾河道
间，看到油菜花和水景完美的融合，感
觉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漫步于千垛
花海之中，穿行于万湾河道间，领略这
山水灵秀、与众不同的春天。
乘船穿梭在花海之间，船头站着的
船娘是千垛景区的“形象”人物，兴化旅

中共兴化市委 兴化市人民政府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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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迅来兴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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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领导检查学校
复学准备工作
日前，市政协副主席刘玲洁带领
部分政协委员调研我市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情况。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负
责人陪同调研。
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平旺湖退圩
还湖工程现场、游客服务中心及停车
场、千垛景区观景廊桥、碧水东罗、沙
沟渔文化旅游风情小镇等地，实地听
取有关情况介绍。
游客服务中心建筑占地面积 8456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15800 平方米，局
部五层，外加过路天桥横跨菜花大道。
景观廊桥南北 2 座，长度分别为 120 米
和 204.6 米，建筑占地面积为 3800 平，
共 3 层，每座廊桥还有 2 处瞭望塔，最
高观光点高达 24 米。
刘玲洁希望参加调研的政协委员
主动参与全域旅游创建工作，发挥政
协优势，
积极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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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农业农村局深入一线
督查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02

艺术战“疫”
严阵以待迎复学

实力刷屏 兴化旅游亮相
南京重要商圈大屏

游的吉祥物正是以她为原型设计制
作。船娘可爱朴素，特别有亲和力，身
上散发着浓郁的兴化特色和人文风情。
本次活动采用电视和新媒体融直
播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兴化千垛万亩菜
花开的盛况，观众除了可以通过南京电
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收看直播以外，也可
以下载登录“牛咔视频”APP 或通过抖
音平台，快手平台，搜索“咔小牛”收看
新媒体直播并参与互动。

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在即。3 月 25 日，省兴化中学对校园防疫、安全保障
等工作再次回头看，为师生返校做足准备。
张娈鸾 摄

“豪哥”，防控战场
上的“特种兵”

市政府召开第三十二次常务会议
02

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十九次主任会议
02
近几天，一段美轮美奂的视频亮
相南京重要商圈大屏。兴化旅游形象
唯美呈现，千垛景区、水上森林景区、
碧水东罗景区，每一帧每一幅画面都
展现出水乡的水润生态，使人心生无
限向往。
新街口金鹰、江宁金鹰、珠江路金
鹰、河西金鹰世界，兴化美景实力“刷
屏”各大商场广告屏，覆盖全南京核心
地段，走到哪个繁华地带，都能“云”赏
花。
近日，千垛菜花景区的大片油菜
花在垛田上开放，空中俯瞰万亩“垛
田”，春景如画。
“ 垛田”是江苏兴化最
具特色的农田，呈现出一幅“河有万湾
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的绮丽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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