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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99元起行走欧洲，郑
州直飞，郑州录指纹，2人报
名立减1000元

此次欧洲特别包机活动，为了给老

年朋友营造一场体验度高、方便省心的旅
游体验，在线路设计方面，主办方精心筹
划了俄罗斯一地8天、北欧+俄罗斯15
天、西欧多国15天等多条不同优质线路，
几乎包含了市场上各类欧洲旅游产品，你
可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由选择。在团期安
排上，考虑到老年团的特殊情况，主办方
特意将所有团期安排在气候温和的6月，
此时的欧洲各地不但气候温和、温度适

宜，而且景色宜人，是老年人去欧洲旅游
难得的好时节！

在服务安排上，此次活动方便省心，
包机采用一架飞机，郑州直飞欧洲，免去
转机之苦，让您体验到家门口出发带来的
舒适体验；而且此次欧洲办签证录指纹环
节，也不需要去北京签证中心，而是在郑
州直接进行指纹采集服务，家门口享受服
务，免中间繁琐环节，让您轻松出游，舒心
归来。

2999元起参加邮轮音乐
节，免签证游日本，享礼包再

送780元乳胶枕头
此次海上邮轮音乐节，特邀多位国内

音乐人倾情加盟，畅享96小时海上音乐
魅力的同时，还将免签证走进日本观光都
市佐世保上岸观光一天。为增加回馈，对
提前报名的游客，将赠送您价值1180元
的扬州+杭州+宿州+南浔国内城市游览，
以及780元的泰国进口乳胶枕头一个。

此次音乐节所乘的“天海号”国际邮
轮采用德国先进工艺制造，不但性能优
越，安全系数高，而且船大稳当，视野开
阔，像一座“移动的五星级酒店”。邮轮上
不但有精致整洁的各类舱位可供住宿，还
有国际名厨悉心打造的各类美食料理免

费供应，以及酒吧、咖啡馆、篮球场、羽毛
球区、游泳池、影院、KTV等免费休闲娱
乐场所。此外，来自世界各地的精彩演出
和派对，以及高达 2:1 的服务人员和专
业的陪同领队，让您在享受精彩的海上生
活的同时，也能体验到无处不在的尊贵。

欧洲团发团时间：
具体团期请来电咨询
邮轮团发团时间：2017年5月17日
报名电话：
0371-55152333、55131066
报名地址：郑州市经七路农业路交叉

口向南 50米路东绿洲花园A座 2001、
2004室

特惠双线游火热来袭！欧洲多国包机游、“天海号”赴日邮轮
郑州起止，报名即享好礼！详情咨询0371-55152333

日前，商丘市举办一城阅尽五千
年“商人游商”旅游季暨“商丘十景”评
选活动，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全
周，商丘市旅游局局长王景宇，以及来
自该市旅游系统的代表，北京、天津、
江苏、安徽、陕西等旅游客源地媒体代
表出席活动启动仪式。

据了解，此次“商人游商”旅游
季是打响“游商丘古都城·读华夏文

明史”文化旅游品牌系列活动的重
要组成部分。仪式现场发布了商丘
旅游的最新 logo标识，古朴大气的

“商”字印章体变形，承载着商丘旅游
的文化厚重感，“一城阅尽五千年”旅
游口号更是体现了商丘深厚的历史
积淀。

“三商之源，华商之都”，五千年华
夏文明在商丘历久弥新，文化是商丘

旅游的灵魂，商丘古城是当今世界上
现存的唯一一座集八卦城、水中城、城
摞城三位一体的大型古城遗址。从某
种程度上可以说，一座商丘古城，就是
一部中华民族文化更替史。商丘市旅
游局将发起“商丘十景”评选活动，旨
在培养一批明星景区景点，以带动商
丘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记者 魏国剑

5月10日下午，第二期“中原旅
游大咖大讲堂”将迎来两位长年漂泊
在外的旅游大咖——中景信旅游开发
集团河北涞源白石山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李杰，携程—旅游
百事通无锡公司总经理葛宗辉。

李杰是国内知名景区运营及营销
专家，从事景区管理和营销工作近二
十年，曾任河南云台山景区管理局副
局长、常务副局长。作为“云台山速

度”和“白石山传奇”的亲历者、参与者
和实践者，李杰将在“中原旅游大咖大
讲堂”上，与家乡的旅游业界一起分享
旅游大咖的旅途人生、别样风景，并发
表《风景永远在路上》的主题演讲。

在江苏无锡工作的葛宗辉，是郑
州旅游职业学院的校友，此次回到母
校，葛宗辉将与母校师生、与省内同行
一起分享从事旅游行业的经验感受、
酸甜苦辣，并发表《从中原到江南——

旅行社转型思考》的演讲。
“中原旅游大咖大讲堂”是中原旅

游大咖联盟和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联合
主办的一个公益性大讲堂，旨在为旅
游企业和旅游高等院校加强沟通搭建
有益平台，打造中原旅游人才高峰论坛
的长效机制与品牌效应。大讲堂常设
在郑州旅游职业学院西报告厅（郑州市
航海东路和豫英路交叉口北200米）。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亚东

不管是春节的热度大数据，还是
近期权威机构发布的2017全国旅游
景区踏青热度榜，国家5A景区清明
上河园景区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进
行着刷屏模式。

五一小长假的开封清明上河园，
人头攒动，到处都能感受到旺盛的人
气。游人或泛舟于碧波上，或徜徉在
精彩的表演里，或驻足于桥上，大家在
清园里尽情享受热闹的五一假期。盘

鼓、高跷、民俗绝活、气功喷火，一个都
不会少；王员外招婿、包公巡案，一个
个精彩故事让人目不暇接。汴河之上
金兵来犯，主战派李纲领衔出演《大
宋·东京保卫战》，与您分享家国情怀；
校场当中马蹄飞奔、刀光剑影，《岳飞
枪挑小梁王》比武较技，精彩上演。清
明上河园内的东京食坊品兼八方，海
纳中原特色小吃；孙羊正店御厨掌勺
物美价廉，喜迎四海宾朋。

酒足饭饱，最期待的《大宋·东京
梦华》开演，万道金光炫大殿，呐喊声
此起彼伏，令人震撼；市井繁华不夜
天，完美再现北宋东京汴梁的繁华盛
况；踏青少女翩翩来，场景诗情画意；
万国来朝显盛世，各国使节络绎不绝，
八方争凑；时空隧道越千年，时光交
错，唯美梦幻，令人回味悠长。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5月6日，重渡沟景区办公室收到
山西运城王先生的一封来信，信中说：

“我和家人到过不少景区，但让我们全
家人最舒心和高兴的还是五一小长假
到栾川县重渡沟旅游的事儿，特别是
重渡沟景区推行的，凡到重渡沟景区
旅游的客人，无论在重渡沟任何地方
消费受到欺诈，经查实后，景区将先行
对消费者的消费额度双倍赔付。景区
还利用广播、宣传车、大屏幕，公开投
诉电话和先行赔付承诺，深感到重渡

沟旅游无后顾之忧，在这里我要代表
家人、同事为重渡沟点赞。”

就此，记者专访了重渡沟景区总
经理刘海峰，他告诉记者，开园18年
来，重渡沟为啥能从一个名不见经传
的穷乡僻壤，发展成为如今的全国乡
村旅游典型，经验就是“一切为了游
客，为了游客一切，为了一切游客”，并
创造了依靠旅游接待让山区广大群众
脱贫致富的“重渡沟现象”。使景区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得到大幅提升，景区

游客接待量连年来大幅攀升，这与景
区一直奉行的管理经营服务理念密不
可分。

刘海峰说，今年五一假期，按照景
区对游客的先行双倍赔付承诺，景区
200多家商业门店、400余家家庭宾馆
服务更加标准规范，五一期间未出现
一起因消费问题、价格问题的游客投
诉，使重渡沟景区首次实现了节日期
间消费问题零投诉。

记者 高立学 通讯员 郭永军

5月6日，由郑州新郑国际机场飞往南阳姜营
机场的七峰山旅游专线航班正式开通首飞，“七峰
山”号旅游专线航班的开通，使得北方市场游客到
达方城七峰山生态旅游区的交通时间由原来的
5~6小时缩短到45分钟，大大缩短了北方游客在
路上的时间，使北方游客可以尽情地畅游七峰山
水，品味方城美食，领略千年古长城的魅力。

“七峰山”号专线旅游航班的开通，也有助于
扩大景区在全国范围的品牌影响力，标志着方城
旅游龙头企业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正式启动全国
市场。

国家4A级景区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是楚汉
风俗文化发源地，景区内峻峰七绝，壁立千丈，幽
谷奇峡，飞瀑流泉，来这里不仅可以旅游观光、纵
情山水、休闲度假、运动探险，而且有极限户外、
拓展拉练、会展会议、攀岩蹦极、滑雪射击、特色
餐饮、湖滨别墅等众多服务项目。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王婉霖

以象棋文化发源地闻名国内外的荥阳市广
武镇楚河汉界古战场风景区，今年端午节期间将
上演一场“真人厮杀”——首届郑州“楚河汉界”
跑团山地争霸赛将于5月28日在这里举行。目
前，赛事的报名和各项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
进行当中。

此次赛事在路线设置上对选手有很强的吸
引力：全长22公里的赛道，不仅蜿蜒起伏，对选
手是一种高强度的考验，更是集纳了黄河中下游
分界碑、汉霸二王城、炎黄二帝像、大禹治水雕
像、鸿沟、桃花峪黄河大桥等名胜景点，凸显郑州
特殊地域文化及特色。

相对于更注重个人名次和成绩的各类跑步
赛事，本次比赛则采取了独创的“团队赛”形式，
每个跑团限4男1女共5名队员参赛，最终按总
成绩决定排名，以此来强调团队精神，提升凝聚
力。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房瑞明

5月6日，洛阳白云山中心广场古筝弹奏余
音绕梁。10名佳丽身着古装在T台上走秀，曼
妙的身姿，华丽的服饰，吸引了不少游客拍照录
影，鼓掌喝彩。这只是5月5日至6日为期两天
的2017国际旅游小姐巡游洛阳白云山的其中一
项活动。两天的走秀巡游，国际旅游小姐大赛的
概念融入到了白云山的“山山水水”，实现“选美”
与“秀景”并行，让自然之美、人文之美、旅姐之美
有机结合在一起，白云山并因此荣获“2017国际
旅游小姐大赛指定巡游地”。

白云山平均海拔1500米以上，5月5日中午
气温只有十几摄氏度，记者在现场看到，活动期
间，美女们都是穿着酒店里厚厚的睡袍来抵御山
里的低温，清一色的“睡袍装”为白云山增添了不
少情趣，下午，美女们还在云雾缭绕中来到玻璃
栈道，或是在玻璃上打坐，或是摆出高难度的一
字马造型，玩得不亦乐乎。“我平时有些恐高，但
是现在喜悦已经替代了一切！”其中一位美女激
动地说。 记者 高立学 通讯员 郑祎歌

在外河南旅游大咖 回乡讲讲心里话

商丘举办一城阅尽五千年系列活动

荥阳举办“楚河汉界”
跑团山地争霸赛

郑州至南阳旅游专线
“七峰山”号首航

2017国际旅游小姐
巡游洛阳白云山

清明上河园再次登上“踏青热度榜”

重渡沟景区开创旅游服务新模式赢得好口碑

立夏过后，随着温度的回升，万物
繁茂生长，尽显勃勃生机，不少市民将
目光投向了能够玩水的景区。而位于
新乡辉县的宝泉景区正式进入亲水
季，浅滩及充沛的水资源为游客提供
了理想的亲水戏水环境，成为初夏出
游的绝佳目的地。

初夏的宝泉碧水丹山，佳景荟萃，
那些鹅卵石铺地、清凉的碧潭变成了

玩水嬉戏的天堂，调皮儿童、性感美
女、霸气帅哥、健康老人，卷起裤管光
着脚丫，将宝泉的静谧一扫而光。顽
皮的男孩端着各式水枪齐上阵，比比
谁的射程最远，随手在水底找出一块
扁扁的鹅卵石，比比谁的水漂飞得最
远，尖叫声笑声伴着欢快流淌的溪水
让他们玩得忘了所有；有些安静的小
女孩选择脱了鞋，拿着备好的小网兜，

坐在离开热闹一点的浅潭石头上，脚
丫子浸在清凉的溪水中，浮华的心仿
佛在一瞬间便被融化。

宝泉景区位于郑云宝高速的终点
站附近，一个小时车程，郑云宝高速就
将郑州市民从省会大都市的繁华载到
太行宝泉的碧水丹山中，带到亲水戏
水的绝佳胜景。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杜金洲

新乡宝泉景区成为初夏亲水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