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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立学

上周六，记者跟随郑州市场
恐龙谷漂流踩线团，前往汝阳县
靳村乡，感受了恐龙谷漂流的独
特魅力。此次踩线团由400余家
郑州及其他地区旅行社负责人、
新闻媒体及旅游业内精英等近千
人组成。恐龙谷漂流作为国内首
条恐龙主题漂流，省内唯一一家

主题漂流，以神秘的恐龙文化，超
前的经营理念，独特的场景式河
道，细致的全员式服务，给大家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据介绍，该景区投入8000多
万自主建设300万方水电站，为
目前省内最大漂流用水库。后期
将建成千万方中型水电项目，实
现自主发电、水产养殖、农田灌
溉、库区旅游、度假休闲等功能。

漂流全长8公里，漂流时长2.5小
时，落差168米，区别一般漂流的
是，在8公里的河道上，除了可以
体会到常规漂流的清爽刺激，更
可以感受风雨、雷鸣电闪，穿越暗
河、迷雾花海，瀑布群落、恐龙出
没！漂流过程中惊喜不断，记者
切实体会到了恐龙谷漂流主题打
造的魅力。

□记者 魏国剑

6月2日下午，郑州著
名夏季玩水项目——奥帕
拉拉水公园，在郑州举行
推迟开园新闻发布会。奥
帕拉拉水公园总经理李孜
敏在发布会上宣布，今年
因为园区隔壁新添了一所
中学，为了“不惊扰学子们
的梦想”，奥帕拉拉水公园
主动推迟到中考结束之
后，即 6 月 27 日正式开
园。李孜敏透露，推迟开
园将使奥帕拉拉遭受千万
元的损失。

李孜敏介绍，今年奥帕
拉拉延期开园，实属突然。

而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奥
帕拉拉迎来了一个新邻
居。奥帕拉拉常规开园时
间，学校还在开课，而中学
最关键的中招考试在6月
底。“直到5月30日，我们还
在进行调试。我们比谁都
不愿意开园延期，但我们必
须这么做。”李孜敏说，这正
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所在。

奥帕拉拉水公园2012
年以来每年与学生们的约
定——“学生免费专场”6
月 1日至 6月 3日如期进
行，但却是无声的狂欢。“我
们一起系上‘绿丝带’，为广
大考生献出一份无声的力
量，送出自己的祝福！”

□记者 魏国剑

端午节将至，郑州绿
博园将举办龙舟赛，端午
小长假期间到绿博园游玩
的游客，均可免费体验龙
舟赛。游客可以提前组
队，也可以现场征集。本
次活动在提高全民身体素
质的同时，将推动有氧运
动的深入开展，让大家更
多地了解绿博园生态文
明，融入绿色生活。

端午节到绿博园，除

了可以享受免费赛龙舟的
福利，还可以观赏到园区
盛放的宿根花卉。据工作
人介绍，百合、火把莲、薰
衣草、鼠尾草、马鞭草、睡
莲等花卉均已盛放。六月
荷花香满湖，红衣绿扇映
清波。夏季的莲有着自不
待言的美，古色古香的江
苏园里，高负离子含量区
域的湿地中能欣赏到红
的、紫的、黄的、橙的等多
样睡莲，风景清新宜人。

□记者 魏国剑

近日，位于鲁山县的尧山水
世界热力开园，经过近半年时间
精心编排的《墨公战魂》实景演出
同期全新升级亮相。

尧山水世界有惊险刺激的超
级大喇叭，海啸池的浪瞬间可以
高达3米，中原游客不必去海边

就能领略海啸突来时的那份惊心
动魄。开园当天，精彩的开园迎
宾仪式和丰富多彩的演出，吸引
了游客们的驻足观赏，讲述牛郎
织女凄美的爱情故事和战国墨子
传说的《墨公战魂》实景演出更是
将游玩氛围推向了高潮。除此之
外，墨子古街的风味小吃、爱情谷
里的浪漫氛围、挑战极限的勇士

攀岩、尧山水世界瀑布群等，更是
在炎炎夏日给广大游客送上了一
场饕餮盛宴。

据了解，今年夏天，《墨公战
魂》实景演出每天上演。届时，游
客们将能看到演员们或曼妙、或
刚柔的优美舞姿，还有山中闪烁
的灯光、雷动的音响，更会激荡起
每个人愉悦的神经。

洛阳恐龙谷漂流景区升级改造，喜迎千人踩线团

尧山水世界盛大开园，《墨公战魂》实景演出升级
端午到绿博园免费赛龙舟

奥帕拉拉水公园推迟开园

□记者 张超

端午小长假即将到来，6月
10日，位于鲁山县的尧山漂流将
联合金星啤酒，举办“首届啤酒漂
流狂欢节”。

据尧山漂流负责人齐先生介
绍，啤酒漂流狂欢节当天，主办方
将把万罐啤酒放入漂流河道，万
名游客捡到随便喝。捡到啤酒最

多的游客，将分别评出一等奖、二
等奖、三等奖以及鼓励奖。“活动
当天，尧山漂流还将举办漂流送
粽子活动。”齐先生说，加该景区
官方微信为好友，并将有关首届
啤酒漂流狂欢节的文章转发至微
信朋友圈，前500名即可获得活
动当天使用的免费电子票。

尧山漂流位于郑尧高速出口
2公里处，下高速即到。漂流全

长10公里，上下落差238米，漂
流河道中有一段长约800米的暗
河，橡皮舟在惊险刺激中穿越狭
长的暗河河道，让游客在“暗无天
日”的“隧道”中“度日如年”时，突
然“重见天日”。

漂流过半，突然看到一条瀑
布从天而降，“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令人感慨大自
然的美丽和神奇。

尧山漂流将举办首届啤酒漂流狂欢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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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赵律师解疑惑13526798621
“专办纠纷”
律师超级团队专办纠纷，二

十年经验快速办理各种纠纷；

经济专家全程为您服务。

西区电话：18838021658
东区电话：13403719861
鹤壁分公司：13939200656

《全国帮办》
专办纠纷伸张正义创始10年
郑州及周边城市159387801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8838146527
洛阳焦作三门峡18838146537
南阳驻马店信阳15037135112
济源安阳濮阳18838146527
★专办纠纷★
诚信合法，律师策划快办

各类企业个人各处经济纠纷

成功收费15294615052

■成功收费■
本公司20年经验专业办理各

类经济纠纷，面向全国办理。

郑州及周边城市15738812877
焦作洛阳三门峡15638881263
南阳信阳驻马店13213111753
安阳商丘周口市13673711337
■事成收费■
专办经济纠纷维权，伸张正义

郑州及周边城市：15136167900
许昌平顶山周口：15036157268
洛阳焦作三门峡：15713860056
南阳驻马店信阳：15225055901
济源安阳濮阳：15036157268
成付13015506677
神速18137889110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工商咨询

●生产许可证快办63910208
●代办公司18539578966
●工商注册代理记帐63962196
●工商注册代办13213196669
●免费注册公司15037181678
●公司注册做账86677004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13592684668
●免费注册公司 15517559996

●生产许可证QS认证5601239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工商■资质”
房建市政升级建筑装饰装修

防水保温消防幕墙智能化

选择我们更专业让您轻松做

老板：66364166、86107188
【资质快办】

房建●市政●18937153816
防水●公路●水利60921180
【资质专办】

装饰◆幕墙◆消防63830333
智能化◆防腐保温63863366
◆专项设计资质◆63858899
办理各种资质
热线63702222 69367777

工商税务代理
代理记账 13103815571
全省资质快办
建筑·置业·园林·物业·装修

办技工·八大员65593711
鑫汇工商资质
速办各类工程资质安全生产

许可证65901419、65901473
园林资质特办
建筑·市政·公路·机电·钢构

物业·园林·房地产·63819190
资质专办

专办各类资质13525580038
快办二升一，电监会63333499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学历职称资格证15286815008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出租仓库厂院

●柳林高速口杨金产业园4万
平标准厂房整体招租或分割，

蔡先生15003869978

●成本低可达0.9元/平米，手

续齐全配套完善，欢迎老板

前来洽谈，超值热线：1833
7193719地址：曲梁高速口

南3.5公里。距华商汇18公里

网址：www.ssqtck.com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出租厂房仓库13598839078
●郑西6000㎡厂房15515521555
●西南四环郑少高速口标准

车间仓储1700㎡办公300㎡
水电土地证齐13938507112

房地产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39亩
土地售，国有证13526955952

出租招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精装现房写字楼●旺铺招租

美盛中心 87086666
●出租黄河路商铺63221007
●嵩山路门面出租13643837950
●人民路三楼经营场所招商

13903839037、13653800584
●高校窗口招租18638602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