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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壁淇县 山水靓 民俗美 小吃香

新乡南太行 温馨服务获美誉 三山同登邀您嗨

山西皇城相府 53.47万人畅游帝师故里

（上接AII·04版）

“十一”黄金周，淇县游客接待人
数和旅游收入均创历史新高，分别比
去年同期增长18.6%和19.7%。

于国庆节正式亮相的秦街小吃
街，以其琳琅满目的美味小吃、浓郁淳
厚的民俗风情、原汁原味的“五调腔”
非遗演出等特色元素，吸引了众多前

来吃美食、逛古街、品民俗的游客。
云梦山草原风情文化节上，游客

畅游云梦仙境，欣赏蒙古族专业演员
带来的蒙古婚俗表演、马术比赛、摔跤
比赛等，在山顶草原骑马、射箭、品奶
茶、祭敖包，游客感受到了浓郁的异域
风情。

在古灵山，川剧变脸、独轮车等表
演，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朝
阳山上，人们攀佛崖健身祈福，上尖山
登高望远；摘星台景区金桂飘香，格桑
花艳；荆轲冢景区的精美石雕壁画，再
现了荆轲的侠义精神等，让每位游客
享受到了假期的快乐。

“十一”黄金周，新乡南太行旅游
度假区接待游客人数再创历史新高，
各景区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0万人次，
同比增长23%。

国庆期间，新乡南太行各个景区
共增派临时游客大巴183辆，增派临
时服务人员256人，联合辉县交通部

门，共同维持“十一”黄金周的旅游秩
序。另外，新乡南太行各个景区注重
细节升级，八里沟旅游服务中心与万
仙山旅游服务中心承担游客换乘、购
票、购物、休息等多项功能，同时开通
一卡通检票通行设备，减少检票停留
时间，加速游客入园。

在假期的七天中，景区内涌现出
众多乐于助人的感人事迹。关山园区
救助高血压晕倒的游客，九莲山救助
扭伤脚的游客，八里沟寻回走失小朋
友等受到广大游客的一致赞扬。

据悉，10月15日，关山景区“三山
同登”群众登山健身大会即将举行。

新乡宝泉 12万人次体验“家国情怀 畅游宝泉”

“十一”黄金周，宝泉旅游度假区
围绕“家国情怀 畅游宝泉”主题举行
一系列主题活动，景区持续火爆，秩序
井然，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2万人次。

节日期间，宝泉景区组织升旗仪
式，布置巨幅国旗、风车廊道、气球造
型、炫彩花束等多处以“国庆”为主题

的景点；此外，购置国旗15000多面，
免费分发给游客；自主设计以宝泉蓝
为背景的“一点都不能少”特制国旗，
将游客个人与祖国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外，除大幅增加“水上飞人”等原有
项目的表演次数外，还引进了包括
cosplay、团体舞蹈、戏曲演唱等在内

的多种娱乐形式，为游客免费演出。
“十一”前夕，宝泉景区分别修建

了自驾游和团队专用停车场，其中自
驾游车位5200余个，大巴车车位300
个，派驻30多个安保人员专门负责，
确保景区停车场秩序井然，有条不紊。

永城芒砀山 旅游全面提升 全力冲刺5A

“十一”黄金周，永城芒砀山处处
新气象：环境更靓丽、服务更标准，效
益显著提升。“十一”期间，共接待国内
外游客21.28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

正值芒砀山旅游区全力筹备迎接
国家5A验收的关键期，旅游区按照
5A景区的考核标准，围绕“安全、秩

序、质量、效益”四统一的假日工作目
标，全面展现了芒砀山的品牌形象。

“十一”期间，芒砀山景区的传统
文化产品，汉傩舞、汉礼体验、汉服体
验、汉字印刷，古法造纸等项目得到了
全新包装，亮出了新看点。景区还邀
请开封相国寺梵乐团举办了国庆祈福

音乐会，为游客提供了一场宏伟、欢
乐、祥和的超值音乐盛宴和心灵洗礼。

“十一”前夕，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的芒砀山智慧旅游服务设施全部开
启，景区实现旅游信息统一发布、免费
WiFi全覆盖、电子门禁、实时监控、网
上订票、自助售取票等功能。

焦作神农山 服务至上 客如云来

“十一”国庆黄金周，神农山景区
接待游客量较去年同期上涨32.14%，
无有效投诉，获得了良好的游客口碑。

黄金周期间，景区在重要地点及
游客集中路段设置30余名安全员全
天疏导，强化了各个路口、停车场、游
客中心、检票口、猕猴苑、白松岭等区

域内、外安防工作力度；另外，景区内
设置了“神农山景区游客服务宣传
点”、“旅游服务咨询站”以方便游客进
行咨询服务并开通游客绿色通道，实
行24小时实时在线答疑解惑。神农
山景区还协调公安、消防、药监局、医
疗、工商等上级部门到景区各交通要

道及景区内设点设岗，疏导交通、咨询
服务，保障游客平安出行。

记者在景区官网、微信公众平台、
微博上看到，由35支代表队1000余
人参加的2016年首届“神农杯”舞动
神农山广场舞大赛等活动，可谓是精
彩纷呈，并得到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驻马店嵖岈山
嗨翻“虾”闹节 重阳节迎专列

《西游记》之嵖岈山
“虾”闹文化节，10月1
日在中国·嵖岈山5A级
景旅游区盛大开幕。金
秋十月,嵖岈山迎来了
梦幻般的季节，登奇山、
探幽峡、游花海、泡温
泉，更有唐僧师徒四人
和“虾兵蟹将”带领游客
大闹嵖岈！本次活动以

“虾路相逢,High翻嵖
岈”为主题，将美食和美

景完美结合，喜迎各路
吃货，共赴秋的盛宴。

开幕式上，嵖岈山
景区特邀驻马店萤火虫
公益协会的爱心企业家
们带着留守儿童来景区
欢度节日，现场为留守
儿童发放棉衣和帮扶
金。重阳节前夕，嵖岈
山还迎来了1000多名
武汉万达重阳祈福专列
贵宾团的游客。

济源
金秋旅游推介会暨王屋山红叶节
启动仪式在郑举行

金秋十月，王屋山
的百里红叶蔚为壮观，
已成为具有较高美誉度
的黄金品牌。10月10
日，由济源市旅游局主
办的2016济源金秋旅
游推介会暨王屋山红叶
节启动仪式在郑州举
行。河南省旅游局促进
处副处长汤燕、济源人
民政府副市长李拴根、
济源市旅游局局长许东
方、济源市旅游局副局
长胡济生等领导出席此
次推介会。

作为世界地质公
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
区的王屋山，是愚公移
山精神的发祥地，同时
也是道教天下第一洞
天，它与五龙口、小沟背
等景区连成济源北部山
岳型旅游带，和南部的

西霞院、小浪底、黄河三
峡组成的黄河旅游带遥
相呼应，共同组成了济
源“二龙戏珠”的旅游格
局。

据了解，此次推介会
采用与全息投影技术相
结合的方式，将济源的金
秋美景在发布会现场展
现出来，产生令人震撼的
视觉感官效果。此外，现
场由红叶绘制长征胜利
80周年纪念墙也是此次
推介会的亮点。

本届红叶节活动将
持续到 12 月，活动期
间，将陆续举办秋果采
摘、济源风光摄影采风、
小浪底红色旅游月等系
列活动，共同为广大游
客呈现一个集旅游、文
化、休闲为一体的旅游
盛宴。

“十一”黄金周，山西皇城相府“旅
游+特产+嘉年华+演艺”珠联璧合，

“智慧旅游+志愿者+贴心服务”多措并
举，七天共接待中外游客53.47万人，
实现门票收入3669.70万元，旅游秩序
井然。据了解，邯郸、郑州、洛阳、新乡
等短线市场火爆，自驾游占总接待量

的95.5%。10月9日，国家旅游局发布
十一假日旅游“红榜”中，皇城相府荣
获秩序最佳景区。

国庆期间，皇城相府首届农业嘉
年华成为十一黄金周抢眼的热点，众
多游客带着孩子前来体验农耕文化、
晒谷场、谷田水车等，让孩子们流连忘

返。山西旅游商品暨皇城相府首届金
秋旅游购物节亦同时举办。

记者从皇城相府景区了解到，大
型开城仪式迎圣驾表演场场爆满，国
家非遗上党八音会、“秋韵皇城 情
满国庆”主题晚会、空中飞车显身手等
精彩的表演，更是座无虚席。

山东台儿庄古城 活动精彩纷呈 旅游再创新高

国庆期间，台儿庄古城共接待游
客43.63万人次，同比增长9%；旅游综
合收入2923.47万元，同比增长15%。
其中,10月3日单日入园人次达8.03
万人次，创历史入园人次新高。近日，
国家旅游局公布消息，山东台儿庄古
城获十一“旅游市场秩序最佳景区”。

为了游客提供难忘的旅途体验，
台儿庄古城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
庆活动，如大型意象杂技剧《红色记
忆》、年代秀“红歌快闪”、精彩绝伦的
少林武僧团巡演、川剧变脸不断变化
的脸谱，民间演艺《二鬼摔跤》、鲁南大
鼓的演奏、炮炮兵主题卡通雕塑等，让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大饱眼福，乐在
其中。

为了应对十一假期高峰入园，台
儿庄古城采取了网络售票、分流限流、
宣传引导等措施使得游客入园秩序得
到了有效控制，游客体验度得到极大
提高，旅游安全得到有效保障。

玉屏旅游
错峰游产品更实惠

金秋，河南玉屏国
际旅行社根据市场和客
户需求推出了陕西、山
西、福建、广西、浙江等
适合中老年朋友出游的
全景旅游线路，本周报
名还赠送108元黄山毛
峰+徽州贡菊一份+60
元现金券+免费加“玉
屏会员”。

据河南玉屏国际旅
行社总经理柯立陞介
绍，玉屏旅游将市场方

向定位在散客群体，以
专营线路的高成团率和
旅游车满座率把通常高
于整团价格的散客报价
降低到整团价格之内。

“玉屏旅游的全景游系
列产品行程经过专业而
精心的编排，所有直通
车都是白天行车，不走
夜车，火车线都为正班
火车，天天都可入住酒
店，不宿车上，让游客玩
的舒适、放心。”

中原经济协作区十三地市 联合发行“金中原旅游惠民一卡通”
近日，中原经济协作区十三地市

联办的“金中原旅游惠民一卡通”发行
仪式在邯郸举行。

据了解，持“金中原旅游惠民一卡
通”的游客可免票畅游40家景区，其中
包含5A级景区2家，4A级景区38家，

包括河南安阳的殷墟；河北邯郸的娲皇
宫、朝阳沟、京娘湖风景区；山西晋城的
丹朱岭；山东聊城的景阳冈、东阿阿胶
城；河南新乡的九莲山、潞王陵；河北邢
台的前南峪；河南濮阳的中原绿色庄园
等。据现场工作人员计算，这40家景区

门票价格合计1618元，“金中原旅游惠
民一卡通”对外发行价格只需198元，且
全年不限次数游览，免票畅游。

发行仪式现场共计发售40万张，
随后该卡将在中原经济协作区的十三
地市设置近百余家销售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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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