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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 国庆假期旅游收入44.603亿元

随着首发团全员过签，所有游
客已于本月6号顺利拉开了此次
美国西海岸之行的序幕。在几天
领略异域风情的时间里，首发团的
老年朋友们纷纷从行程、食宿和服
务等方面表达了对于活动的满意，

令人欣慰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我
们此次活动举办的意义。

据组委会反馈，目前12月份
的团期还有少量余位空缺，如果您
之前没来得及报名，请尽快与我们
联系！

享受补贴，低价却不输品质
丰富老年人的生活、给老年人

提供更多的关爱是我们全社会的
责任，为此大河报、中国老旅委、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联合出资补贴
3000元/人支持此次活动，现价仅
为6999元/人，享受补贴走低价，
却同样有着线路选择佳、服务到
位、安全省心、无强制购物的品质
保证。

目前100%的签证通过率，广
受好评

不光是首发团，目前通过大河
报报名参加“美国西海岸9日游”
活动的10月、11月所有游客均已
顺 利 出 签 ，签 证 通 过 率 高 达
100%，不少游客纷纷致电表达了
对我们为此所作准备工作的感谢，
让十年美签成为他们的现实。

正因为美国签证是世界上含
金量极高、办理复杂难度极大的签
证，所以工作人员每一个步骤都特
别认真对待，统一规范签证资料、
统一预约签证时间、统一进行签证
面试培训，最大限度地让每一位游
客了解美签的办理流程、掌握美签

办理的技巧，让100%的签证通过
率一直延续到你的到来。

如春气候，舒缓行程更适合中
老年朋友

11、12月份的美国西海岸的
气候宜人，温暖湿润，类似于我国
的昆明，四季如春，景色也是秀丽
迷人，是旅游观光的好季节。

9天的行程将带您走进天使
之城洛杉矶、娱乐之都拉斯维加斯
以及美国运动之城圣地亚哥，在圣
塔莫妮卡海滩、柯达剧院、好莱坞
星光大道、中国戏院、比弗利山庄
等地感受洛杉矶的耀眼光环，在拉
斯维加斯寻觅世界上最好的表演、
餐厅和美景……据前方首发团游

客反馈，整个行程安排舒缓得当，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旅行需求。

服务提升，安全更值得信赖
本次活动由郑州起止，每团

20人，全程入住精致酒店，享受中
美美食混搭，专业的领队全程陪
同，优质的中文地接提供服务，此
外还有特别赠送全程免费WIFI，
您可轻松上网，走一路晒一路。

出发时间：2016年12月1日、
8日、15日、26日

报名电话：0371-55152333、
55131066

报名地址：郑州市经七路与农
业路交叉口向南50米路东绿洲花
园A座2001、2004室

首发团好评不断！美国西海岸9日游少量名额倒计时！
6999元无强制购物，详情咨询0371-5515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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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国家旅游局发布2016年十一假日旅游“红黑榜”，集中表扬一批最佳景区、优秀旅行社、优秀导游、优秀
旅游工作人员和文明游客，我省的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秩序最佳景区）、驻马店嵖岈山景区（厕所革命最佳景区）、安
阳林州红旗渠景区（旅游市场秩序最佳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旅游安全保障最佳景区）、洛阳老君山—鸡冠洞景
区（旅游服务最佳景区）和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李俊南（优秀导游）、焦占伟（优秀旅游工作人员）荣登红榜。此外，
山西皇城相府、山东台儿庄古城等周边景区也登上红榜。国家旅游局同时也对假日期间厕所革命滞后、环境脏乱、管
理混乱、服务恶劣的旅游经营单位和从业人员以及不文明游客进行了曝光。

据河南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年国庆长假七天，全省共接待海内外游客5187.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09.0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5%、16.1%。

国庆长假7天，5187.4万人次游河南
河南6单位、两名个人荣登全国“十一”旅游“红榜”

10月7日，郑州市旅游局发布《郑州
市2016年国庆节假日旅游市场情况综
述》称，国庆节假日，郑州市旅游市场火
爆，据重点统计和抽样调查测算，国庆节
假日该市共接待游客1171.81万人次，同
比增长10.8%；旅游收入44.603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12.6%。在嵩山少林景
区、郑州方特、绿博园等龙头景区、品牌
景区的带动下，嵩阳书院、中岳庙、三皇
寨、嵩岳寺塔、会善寺、黄河湿地公园等
区域旅游景点接待游客量大幅攀升。郑
州市植物园今年免门票开放后接待游客

40万人次，同比增长50%。节日期间，
少林景区迎宾演艺活动、嵩阳书院拜孔
仪式、黄河风景名胜区航模表演、世纪欢
乐园大型奇幻灯光秀、黄帝故里拜祖活
动及古柏渡飞黄旅游区黄河火把节等活
动精彩纷呈。

国庆黄金周7天，河南嵩山景区共
计接待中外游客28万人次，其中少林景
区接待游客24.5万人次，同比去年增加
11%，实现了假日安全零事故、旅游投诉
零发生、游客满意度90%以上，平稳有序
完美收官。

整个黄金周，嵩山景区接待呈现以
下几个特点：散客自由行趋势更加明显，
假日期间，嵩山景区散客接待占有效购
票的九成；自驾游自助游持续火爆，黄金
周7天共计接待车辆5.5万台，同比去年
增加50%；景区推出文武演艺备受游客

青睐，“少林功夫秀”、“印象少林”、“少林
英雄会”及嵩阳书院《拜孔》仪式等多元
文化演艺节目的推出也为景区增色不
少，给游客参与互动体验和圆梦嵩山增
添了美好旅行印记，成为假期亮点；长假
催生中长线游热，周边游热度不减。

嵩山少林 7天接待近28万中外游客，散客占九成

郑州绿博园 蝴蝶兰展持续到月底

“十一”七天长假，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郑州绿博园，品民俗、看表演、
赏蝴蝶兰。前来绿博园游玩的客人以郑
州周边各地的短途自驾游为主，家庭亲
子游和休闲自驾市民居多。

长假期间，绿博园里满园桂花飘香，

令人陶醉；北广场上锣鼓喧天，河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竹马舞表演、浚县大
平调，中华气功表演等精彩节目吸引了
一拨又一拨的粉丝；免费对市民朋友开
放的河南省民间工艺美术展以及中原女
红作品展让游客充分领略到了民间传统

工艺的博大精深；绿博园精心准备的河
南省第六届蝴蝶兰展还是独占魁首，吸
引众多游客慕名前来。

据了解，绿博园蝴蝶兰展将持续到
10月31日，更有美丽秋景、满园桂花飘
香、波斯菊花海等着游客。

开封清明上河园 温馨服务铸就魅力品牌

“十一”黄金周，开封清明上河园景
区共接待游客32.12万人次，再创历史新
高。其中，大型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
华》更是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清明上河园坚持用温馨服务铸就品
牌。景区严格按照《国家5A级景区评定

标准》和“国家旅游标准化示范景区”的
要求打造景区品质，并将其纳入景区常
态化管理之中，最大限度上确保景区品
质满足游客需要。

为保障高品质的服务质量，清明上
河园景区本着“三快一慢”（泊车快、购票

快、入园快、游园慢）的服务原则，全面部
署各项接待工作，确保游客在景区玩得
开心，吃得放心，购得顺心。为让游客提
前感受到“中国·开封第34届菊花文化
节”的魅力，景区加快布展，游客纷纷兴
奋地与精美的大型菊花造型合影留念。

安阳太行大峡谷
七彩峡谷醉游人

洛阳栾川 老君山暖心之旅 重渡沟爱心假期

“十一”国庆黄金周，栾川迎来了旅
游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纷至沓来，
全县景区七天累计接待游客57.3万人
次，同比增长11.5%;实现旅游门票收入
3772万元，同比增长35.6%；旅游综合收
入4.2亿元，同比增长23.5%。

假日期间，重渡沟景区结合水帘仙
宫瀑布，推出了“美猴王亮相水帘洞免费
给万余名上山游客送水果”活动；老君山

景区结合微信互动，推出了“国庆七天乐
红包抢不停”活动。每天傍晚，栾川各景
区的篝火晚会精彩上演。

今年1月，全国首个县级旅游警察
大队在栾川县挂牌成立，今年“十一”假
期是他们第一次服务。假日期间，他们
与县公安局、武警中队、治安大队、各乡
镇派出所以及特警形成了联勤联动。10
月5日，老君山景区游客量持续上涨，下

午6时30分，还有3800余名游客没有下
山。栾川县旅游警察护卫游客周全，为
游客送上了热腾腾的“暖身汤”。

10月4日，一则寻人启事在朋友圈
流传，一名8岁女童被粗心父母落在重
渡沟景区，一场“网络寻亲记”拉开序
幕。寻人启事通过微信、微博、贴吧等被
积极转发。经过多方努力，孩子终于跟
父母团聚。

“十一”黄金
周，文明旅游成为
太行大峡谷新风
尚。通往景区的各
主要道路上并未出
现车辆加塞、堵车
现象。重要景点黄
龙潭瀑布实行单向
通行，并安排志愿
者引导游客。

另外，景区实
现了包括停车场在
内的全方位、无死
角监控。新增设的
自助取票设备，网
络购票后扫码即可
实现 3 秒快速取
票。景区内还设置
了免费WIFI 网络
和 28 个景点语音
讲解。停车场扩大
至四个，还有余位

显示、车牌号自动
识别，收费价格自
动显示等功能，为
游客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服务。

太行大峡谷景
区领导亲赴景区一
线进行安全排查，
消除安全隐患和卫
生死角。同时协调
150名大学生志愿
者、30 余名交通
警察和 10 余名医
务工作者全程维护
假期景区秩序。

目前正值太行
大峡谷“2016多情
太行·七彩峡谷”旅
游节，太行山上秋
菊绽放、景色迷人。

（下转AII·05版）

10 月 3 日~4
日，洛阳白云山游
客游览量创下历史
新高，两天约2.2万
名游客到白云山游
玩。由景区主办的
山谷音乐节暨“挑
战10吨油”登山比
赛也圆满落幕。

10月3日晚7
时，洛阳白云山森
呼吸山谷音乐节开
幕，海拔1500米的
九龙瀑布广场人山
人海，炫彩的灯光
和动人的乐声，让
游客跟随音乐挥舞
起手中的荧光棒。

10 月 4 日上
午，“挑战10吨油”

比赛在森林氧吧广
场隆重开幕。来自
全省的近千名登山
爱好者参加了此次
比赛，选手们长跑
近 3000 米，勇攀
3800余个台阶，到
达海拔 2216 米的
玉皇顶。最终张奎
峰首登玉皇顶，喜
获一等奖，并得到1
吨油和森林度假木
屋酒店体验券一
张。299名参赛者
分获其余奖项。

选手们一路上
不仅领略了白云山
迷人的秋景，还赢
得了大奖，让这个
假期收获满满。

洛阳白云山
山谷音乐节“挑战10吨油”

清明上河园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