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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过长途跋
涉，两头太平洋宽吻海
豚终于抵达洛阳中赫海
豚湾海洋公园。经过短
暂的调整，这两个小家
伙将于十一与游客见
面，为大家献上精彩的
演出。

本次移民洛阳的两
头海豚年龄均为4岁，正
值青年。两头海豚自4
月起便已经在抚顺完成

检疫工作，开始为安家洛
阳做准备。为了让海豚
爱上洛阳，驯兽师除了日
常用洛阳话与海豚交流
外，还常常用IPAD为海
豚播放洛阳宣传片。

或许正因如此，在
两头海豚移居洛阳后，
并没有显得特别紧张。
在海豚馆，在驯兽师的
指挥下，两头海豚上演
了一场“水上华尔兹”，

跳跃、疾驰、温柔一吻，
表现精彩。

中赫海豚湾海洋公
园负责人表示，除了在
海豚馆观看海豚表演
外，游客还可以在表演
间隙到观景窗“指挥”海
豚做出俏皮的动作，自
拍趣照，同时还可以在
中赫海豚湾海洋公园体
验缤纷水母、深海鱼群、
霸气两栖、奇幻动漫等

多个主题，观看到千种
奇妙生物。

据悉，中赫海豚湾
海洋公园将于十月一日
华丽绽放，黄金周期间，
海豚表演每日3场，分
别是上午的 11:30，下
午的 14:30 和 16:45，
现场还将视游客情况加
演。除海豚表演外，海
狮、鹦鹉、狗熊、猴子等
萌宠也会倾力助阵。

□记者 李曼 文图

本报讯 9 月 22日至 10月
20日，以“石榴红了”为主题的小
浪底石榴文化节，即将在小浪底
镇举行。今年是小浪底镇举办的
第五届石榴文化节，与往年相比
有两大亮点，今年首次开启“一节
三场”模式，除石门村小浪底石榴

主题公园主会场外，还在明达村
设立鸡冠花节分会场，在小浪底
村设立葡萄采摘节分会场。同时
今年活动更加丰富多彩，除开幕
当天的歌舞表演、“石榴王”评选
等活动，还将连续一周举办“老家
礼物”农产品展等系列活动。

据了解，石门村是孟津县突
尼斯软籽石榴基地，种植软籽石
榴1000余亩，其中500亩进入盛
果期。

小浪底村发展水晶葡萄100
余亩，因果质优、粒大、稳产、高
效、汁多，广受市场欢迎。近年
来，小浪底镇党委、政府依托得天
独厚的自然人文资源，优越的地
域区位优势，以全域旅游发展理
念，带动农旅融合、文旅融合发

展，全镇发展薄皮核桃5000余
亩，软籽石榴1800余亩，富士苹
果 300余亩，草莓、甜瓜 200余
亩，水晶葡萄100余亩。通过举
办各类丰富多彩的节会活动，小
浪底特色农业的规模进一步扩
大，全面带动小浪底经济社会及
美丽乡村建设的快速发展。

公交路线：洛孟公交—孟津
县城—孟津至横水（元庄）客车分
别到小浪底新村葡萄采摘园、石
门石榴园采摘园、孟横路明达村
口南300米即到。

自驾线路：洛阳城区—小浪
底大道或小浪底专线—分别到小
浪底新村葡萄采摘园、石门石榴
园采摘园、孟横路明达村口南
300米即到。

两头海豚落户洛阳 十一可与游客见面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刘鹏 穆肃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市
火车站获悉，国庆节期间，为了方
便群众出行，自9月28日至10月
8日，洛阳车站将陆续增开18趟
临客，其中洛阳车站增开12趟，
洛阳龙门站增开6趟，开行区间为
洛阳与郑州、三门峡、商丘等地
市。

洛阳火车站：灵宝—开封
K5358次，到达洛阳时间9:20；开
封—洛阳K5357次，到达洛阳时
间15:57。开行日期为9月29日
—10月8日。

洛阳—郑州K5360次，洛阳

始 发 时 间 8:33；郑 州 — 洛 阳
K5359 次 ，到 达 洛 阳 时 间 12:
32,。开行日期为9月29日—10
月8日。

郑州—灵宝K5365次，到达
洛阳时间 11:40；灵宝—郑州
K5366次，到达洛阳时间17:30。
开行日期为 9 月 29 日—10 月 8
日。

洛阳—郑州K5368次，洛阳
始发时间 16：30；郑州—洛阳
K5367次，到达洛阳时间20:23。
开行时间为 9 月 28 日—10 月 8
日。

洛阳—商丘K5370次，洛阳
开 行 时 间 8:10；商 丘 — 洛 阳

K5369次，到达洛阳时间18:00。
开行时间为 9月 29日—10月 8
日。

洛阳—兰考K5374次，洛阳
开 行 时 间 6:05；兰 考 — 洛 阳
K5373次，到达洛阳时间13:23。
开行时间为 9月 29日—10月 8
日。

洛阳龙门高铁站：郑州—洛
阳龙门G9193次，到达洛阳时间
17:55；洛阳龙门－郑州 G9194
次，洛阳始发时间18:57；郑州—
洛阳龙门G9195次，到达洛阳时
间 20：54；洛阳龙门—郑州东
G9196 次，洛阳始发时间 21：
15。开行时间均为9月29日—10

月8日。
商丘—三门峡

南 G9201 次，到达
洛阳时间16:53；三
门峡南—郑州东
G9204 次，到达洛
阳时间 18:19。开
行时间为9月28日
—10月8日。

洛阳火车站相
关负责人提醒说，
群众想要了解具体
车次运行情况，应
及时关注12306网
站及车站公告，合
理安排出行时间。

□记者 董楠 通讯员 李虹澄

本报讯 9月20日下午，大河
报记者在2017济源金秋旅游推
介会上获悉，为了方便洛阳市民
外出游玩，即日起至12月31日，
凡持有洛阳籍身份证的游客，可
享受王屋山景区、黄河三峡景区、
伊利乳业实行免门票优惠政策，
此外还有3家景区给出最低6折
的门票优惠。

9月20日下午，2017济源金

秋旅游推介会在洛阳举行。推介
会上济源市旅发委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任刘慧华宣读了对洛阳市
民及旅洛游客的优惠政策。

2017年9月20日至12月31
日期间，济源市6家旅游景区对持
有洛阳籍身份证件的市民和在洛
阳游玩后再到济源游玩的旅客实
施3家旅游景点门票全免，3家旅
游景点门票最低6折的优惠。

1.王屋山景区：从2017年 9
月20日至12月31日期间（中秋、

国庆节除外），洛阳市民持本人身
份证免门票；旅洛来济游客从
2017年9月20日至12月31日期
间（中秋、国庆节除外），凭洛阳任
一4A级以上景区门票，可享免门
票优惠。

2.黄河三峡景区：洛阳市民、
旅洛来济游客自2017年 9月20
日至10月31日期间。凭黄河三
峡门票自驾优惠券，可享免门票
优惠。游船优惠20元，桃花岛缆
车优惠30元的优惠政策（黄河三

峡门票自驾优惠券可到洛阳市各
大旅行社门店免费领取）。

3.伊利乳业：目前只对所有来
济的团队游免费开放。

4.五龙口景区：洛阳市民从
2017年9月20日至10月31日期
间（中秋、国庆节除外），洛阳市民
持身份证到五龙口门票享6折优
惠；旅洛来济游客从2017年9月
20日至10月31日期间（中秋、国
庆节除外），持洛阳任意一家景区
门票到五龙口享受6折优惠。

5.小沟背景区：洛阳市民从
2017年9月20日至10月31日期
间（中秋、国庆节除外）凭本人有
效证件享景区门票7折优惠；旅洛
来济游客凭8至10月份洛阳所有
4A级以上景区门票，享小沟背门
票7折优惠。

6.济渎庙景区：洛阳市民、旅
洛来济游客：凭洛阳市民身份证
或持洛阳任意一家景区门票可享
7折优惠。

中赫海豚湾海洋公园票价如下：

票种 价格 折扣价 条件 备注

成人 100元/人 88元/人

儿童 60元/人 1.2-1.4m
免票 0元/人 1.2m以下儿童，

70岁以上老人

含 1.4m 以
上儿童

至少有1名
监护人陪同

中赫海豚湾海洋公园地址：洛阳市洛龙区科技大道与伊河河堤西路交汇处（中赫梦幻水世界二期）
联系电话：0379-60217000

洛阳中赫海豚湾海洋公园十一绽放

小浪底石榴文化节等您来

即日起，洛阳籍市民、旅洛游客到济源游玩可享受免票或打折优惠
游济源 洛阳市民可享优惠

9月28日至10月8日，洛阳车站增开12趟，洛阳龙门站增开6趟

双节行 洛阳增开18趟临客

出行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