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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尧山，花海如潮，此消彼长，
连绵不绝。这不，望春玉兰的身影才刚
刚隐退，煦暖春风加及时的春雨又使山
门以上的紫荆树、杜鹃树迫不及待地绽
开花蕾，一展它的迷人风采，给春日的尧
山抹上了一层鲜艳明丽的色彩。

尧山的紫荆、杜鹃多分布于迎风凤
树以上至玉皇顶一带，无论在深谷幽涧，
还是在山腰峰头、道旁崖畔，随处都能看
到它美丽的倩影。眼下，山门以内的白
龙潭、迎风凤树一带，紫荆花开得正艳。

尧山花期一直延续到5月初，当山
上的杜鹃花灿若云霞、粉墨登场时，紫荆
们已是花褪红艳，绿叶满枝。

尧山山美、水美、花美，赏花观景之
余，还可拜大佛，泡温泉。拜中原大佛心

性无染，本自成真。浴尧山福泉，“尝浴
其处、可疗万疾”。宿福泉酒店物美价
廉，尽显奢华。

游尧山享受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尧山！

景区优惠动态：自驾到尧山福泉，沐
浴养生，享受送泳衣政策。

自驾游尧山、中原大佛、六羊山、尧
山福泉、福泉酒店两个以上景区享受优
惠。

郑州报名热线：
客 运 总 站 68961222 大 学 路

68742788 紫荆山 55086915 碧沙岗
63320237 建设路60622753。

景区咨询热线：0375—5767999
5760999、13949480484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咱们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我带着你，你带着钱——也不用带
太多钱，咱就去看《大宋·东京梦华》！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
华》是国家5A级旅游景区开封清明上河
园打造、著名导演梅帅元精心策划的一
大力作，整个演出运用大量科技手段，制
造出梦幻的效果，把人们的记忆拉向
1000多年前的那个辉煌朝代。

演出是由八阕经典宋词和一幅《清
明上河图》串联的画面，将精心选择的北

宋印象包含进去，以唤起一个民族对兴
衰的思考和渴望崛起的激情。

整场演出通过70分钟的诠释和700
多名演员的倾情表演，在醉人的光影和
悦耳的音乐声中，把观众带进千年前北
宋的亭台楼榭、水榭廊桥之间，展现出一
幅北宋王朝鼎盛繁华的壮丽画卷，让人
仿佛置身于梦幻般的仙境之中。

据悉，为了2015版《大宋·东京梦华》
美上更美，灯光、音响、看台进行全面提升，
使灯光更炫、音效更加立体、看台更加舒
适。现已成功运行一个月，游客满意度、上
座率较去年同期都有较大的提高。

另有新政策，大优惠！一票看三大
实景演艺《岳飞枪挑小梁王》、《大宋·东
京保卫战》、《大宋·东京梦华》，每天近百
场特色演出，下午两点即可入园（节假日
除外）。

锦绣王朝，盛世画卷。畅游美丽夜
开封，必赏《大宋·东京梦华》。

景区咨询电话：0371-25663819
郑州营销中心：0371-87539969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帅

4月14日，海口市旅游发展委员会
联合酷秀旅游及旅游企业组成的海口
市旅游代表团，来到河南许昌举办春季
旅游产品促销会，推介以特色文化街区
与生态养生为核心的旅游资源，突出生
态、文化、奇景、美食、养生、温泉为特色
的旅游产品，互联网＋旅游线上线下共
同发力，充分展示了海口滨海休闲城市
的独特资源优势，拉开了2015年中原客
源市场的旅游促销序幕。

“不是夸海口，来了不想走”，海口市
的旅游宣传口号引起中原旅游业内人士
的兴趣。促销会上展示了海口市以复兴

城中国香街、骑楼老街、骑楼小吃街、冯小
刚电影公社民国街4条街为代表的特色
街区，以及以海口红树林与世界雷琼火
山地质公园为代表的生态景区，针对各
地“吃货”推出了养生美食攻略以及温泉
SPA等创意旅游的新产品。

活动期间，海口市旅游委发布了
2015“放心游”海口旅游年诚信保障金
政策，“在海口市旅游委监督指导下，今
年酷秀旅游设置10万元旅游诚信保障
金，推出海口‘放心游’政策，凡是通过
酷秀平台购买产品来海南旅游的人，遇
到消费有违约问题，一律先退款，并且
双倍赔偿，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真正
做到放心游。”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王闯

4月18日，由中汇旅游集团旗下的
香堤湾温泉、江南春温泉主办，永翔通
航和百顺婚庆公司协办的“中汇·婚尚
节”在香堤湾温泉草坪广场举办。

当天上午10时，多家婚庆公司、婚
纱摄影公司、10对准新人以及20余家
新闻媒体共计200余人参加了这场盛
会。香堤湾温泉总经理助理魏广超向
大家介绍了中汇旅游集团及其旗下的
产业项目，着重推出了香堤湾温泉和江
南春温泉的各式婚礼。随着一对新人

乘坐直升机从天而降，活动现场氛围达
到了高潮。新娘轻挽着新郎的手臂，迈
过清新淡雅的美丽花门，踏上花香满溢
的幸福之路，在亲友和观众的祝福声
中，许下一生的承诺。下午，大家前往
颇具江南特色的江南春温泉，参加了在
四合院举办的拜天地、掀盖头、古色古
香的中式传统婚礼。

通过此次婚尚节，中汇旅游集团展
示了梦幻草坪婚礼、欧式典雅婚礼、中式
传统婚礼等各具特色的婚礼形式，同时
也提供了热气球、直升机等辅助设施设
备，旨在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婚礼需求。

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尧山

紫荆、杜鹃 尧山斗艳

《大宋·东京梦华》那么美

我想去看看！

海口来豫推介“放心游”

中汇旅游举办婚尚节

□记者 高立学

4月18日，在济源市小沟背·银河
峡风景区，2015中国·济源女娲文化旅
游节暨小沟背·银河峡AAAA景区揭
牌仪式盛大开幕。社会各界人士与来
自运城、晋城、徐州及我省等地的游客
齐聚鳌背山下，公祭娲皇。

据悉，小沟背·银河峡景区所在的
济源市邵原镇是中国女娲神话之乡，小
沟背也成为华夏创世神话的原发地。

据悉，女娲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共同
祖先和人文始祖。相传，上古时期，女
娲在涉县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别性通
婚、肇启文明，被誉为“三皇之人皇”，并
逐渐形成了“造化自然、造福人类、自强
不息、奋斗不止”的女娲文化。

本次活动由中国女娲文化研究基
地、济源市旅游协会主办，活动期间举
办的大型文艺演出活动、民间艺术表演
活动、民间祭祀等活动，为小沟背景区
盎然的春色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济源女娲旅游文化节开幕
小沟背·银河峡荣升国家AAAA级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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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保密婚查取证找人61117779
●隐私婚查找人13949009992
●现金收购欠条！婚查、难事

帮办寻人查址13283808650
●回收欠条调查找人13027711150
● 53668802婚查取证定位找人

●婚查取证寻人13526607317
●案件专家论证15003995652
要账专家86169619
《讨债★找人》
北区：15136244333
东区：13623849099
南区：13298418000
成13223071110收
胜龙★收账

事成收费13523525159

《要账★婚查》
诚速合法18538729110
《要账专家》

20年专业经验，律师团队，快速

安全，诚信,专要工程款，现金借

款，合同款,单位欠款，快速找人

婚查。欢迎各地市加盟共赢。

总部电话：400-089-3691
紫荆山电话：18838272316
郑州西区电话：13071022966
许昌分部电话：13080162177
【收账▲婚查】
成功收费18603865807合法

■成功收费■
追收各类欠款，收购债券。

婚查取证律师团队诚信合法

事成收费。15136126464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13939006684婚查

13015500011：大账

400-093-1761
全国要账，快速找人，债权收购

成付13015506677
诚信帮收欠款
我公司多年帮收欠款经验

小额当天，大额三天，办成收费

快速解除您欠款难收的烦恼

咨询专线：13937129575
合法事成收费
快速清收国内各种欠款纠纷

收购债权等业务13525545078
老兵★清欠

我公司合法诚信、律师带队

快速追收企业、个人各种欠款

事成收费:0371-66797888
律师快速要账

8年成功经验、事成收费

邀各地市加盟分部合作共赢

总部电话：15838036875
清纠纷15538311678
神速18137889110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找不到

欠款人勿扰，媒体合作，实力

见证，一次合作，终身朋友。

专线：15093301233

全国18530015557
全国收购欠条
全国办理各种欠款，为您排忧

解难。调查取证15738808370
收购债权

快速合法13903821300

抵押贷款

房车贷56708686
新老房车费低欠款房含郊县

专业贷款56665566
1-10年循环用欠款房再贷快

新老房车费低银行息特快

专业房贷56788788
新老房高额银行快贷息低简

循环使用（含郊县）车贷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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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专利条码0371556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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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额资金专办 13526626508

●注册公司18539578966
●快办各类公司13343845752
●代办公司15516941095
●QS许可证●资质63910208
●免费注册公司18539908198
●QS认证生产许可证56789370
●QS、环评快办13027740569
●免费注册公司13253553330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各类资质咨询15603711976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500元起代办公司86107188
●快办公司代帐18737128155
●疑难公司快办13213196669
●超低快办公司15517559996
●专业办各种资质63702222
●投资金融专办13503711111
●医疗器械工商13838389446
●免费快办公司15515601328
●上门快办公司61350555
●金融房地产资质15136113639
●投资金融服务增资验资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13333869335
●专业代理记账13949145369
●医疗器械资质专办60583056
●企业上市服务13503711111
●工商专家15639786499
速办公司65251888

“工商■资质”
快办公司建筑资质66364166
房产物业电力园林66364266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66364366
速办■总承包
建筑■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一级■二级专线55058991
三级■增项专线55058997
建造师■八大员■三类人员

技工证■特种工55058993
鑫汇工商咨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许可

证八大员特种工三类人员技

术工人65901419;63388258
园林资质特办
专办各类工程资质总承包专

业承包、垃圾清运63819190
资质专办60396908
各类资质新办升级增项

八大员技工特种工证办理

18538029920 135255820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