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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阿联酋—沙迦旅
游推介会在郑州成功举办，阿联酋
—沙迦酋长国旅游局亚洲区代表
高秀环、世界行国际旅行社董事长
康国军、国泰港龙航空代表以及省
内出境旅行社代表、省内主流媒体
代表等共800余人莅临现场。

沙迦酋长国是阿联酋的第三大
酋长国。茫茫大漠，碧海蓝天，风情
万种，是沙迦旅游的突出文化特

色。沙迦也是中东文化名城，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的“阿拉伯世
界文化之都”。此次路演推介活动
展示了沙迦丰富优秀的旅游资源以
及优良的地理环境，从文化、节日、
酒店到交通，让中原地区的游客对
沙迦这个旅游目的地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搭建了有效的沟通平台。现
场气氛活跃，许多旅行商表示，此次
推介活动对以后开发沙迦旅游线路

和包装相关旅游产品有很大帮助。
推介会上，世界行国际旅行社

代表介绍了河南地区前往沙迦的
落地产品“沙漠玫瑰”，该产品将带
给游客包含阿联酋在内的全景四
国联游，行走古朴老城，寻找奢华
之外的历史印迹，尽享阿拉伯风格
歌舞大餐，全方位体验阿联酋这个
既传统又现代的神秘国度。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孙帅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 娜

10月19日，2017中国
新乡万仙山国际攀岩节暨
亚洲杯攀岩赛新闻发布会
在新乡举行，发布会宣布，
2017中国新乡万仙山国际
攀岩节暨亚洲杯攀岩赛将
于 10 月 27 日~30 日在新
乡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举
行，届时，来自韩国、日本、
伊朗、哈萨克斯坦、巴基斯
坦、中国香港、中国澳门、
中国台湾等亚洲十余个国
家和地区的攀岩高手将齐
聚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
进行精彩而激烈的亚洲攀
岩冠军争夺赛。发布会
上，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
动管理中心攀岩攀冰部部

长厉国伟介绍了此次亚洲
杯攀岩赛的规模及赛事安
排，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红昌介绍了
新乡南太行概况及攀岩节
活动组织情况，最后，新乡
市副市长周世杰代表主办
单位讲话，并做出工作要
求。

万仙山是新乡南太行
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景区之
一，由中华影视村郭亮、清
幽山乡南坪等景点组成，景
区内群峰竞秀、层峦叠嶂，
是南太行风光的典型代
表。万仙山国家攀岩公园
具有得天独厚的岩壁资源，
2010年被国家体育总局评
为“国家级攀岩公园”，是国
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
个国家级攀岩公园。

在“中国菊花名城”开封第35
届菊花文化节启幕之际，10月21
日，作为本届菊花文化节21项活动
的重头戏之一的2017中国旅行服
务产业发展峰会暨“一带一路”城市
旅游联盟年会在开封成功举行。本
届会议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河南省
旅游局、开封市人民政府、河南大学
主办，来自意大利地方政府、“一带
一路”城市旅游联盟成员单位、河南
旅游行业等各方代表，中央及地方
媒体、网络达人等400余人齐聚开

封，围绕旅行服务创新助推“一带一
路”文化旅游交流这一中心主题，共
同探讨新形势下中国旅行发展新趋
势，谋求“一带一路”城市旅游联盟
大合作。省旅游局局长寇武江、开
封市市长侯红、河南大学副校长张
宝明等有关领导出席开幕式并发表
热情洋溢的致辞。

会上，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开封市政协副主席、市旅游委主
任刘震等分别发表了主旨演讲，中
国旅游研究院国家旅游经济实验室

负责人何琼峰、河南文化旅游研究
院院长程遂营、中国旅游研究院副
院长李仲广分别作了《中国旅行服
务业发展报告2017》《中国文化旅
游发展报告》《中国研学旅行发展报
告2017》等最新研究成果的现场发
布。在论坛上，围绕文化旅游、研学
旅行如何引领行业发展？安阳市旅
游局局长史景山、河南文化旅游研
究院副院长肖建勇、开封清明上河
园董事长王爽等参与讨论。

记者 魏国剑

“少林功夫甲天下，嵩山红叶醉
迷人”。10月22日，第八届嵩山红
叶节在登封市嵩山少林景区开幕。
开幕式吸引了全国各地近万名游客
的积极参与，省内主流媒体深入景
区全面报道，5名10万+粉丝直播大
咖全程直播红叶节开幕盛况，各地
的摄影爱好者齐聚嵩山，一同看功
夫、游少林、赏中原醉美红叶。据了
解，本届红叶节从10月22日持续到

11月22日，历时一个月。
嵩山秋景，红叶最浓；碧林红

叶，山间禅声。嵩山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气候特征形成了以黄栌为主的
大片红叶林带，品种丰富，色彩鲜
艳，观赏面积有20多平方公里，有
着“嵩山红叶、中原醉美”的赞誉。
自2009年起至今，嵩山红叶节已成
功举办了八届，八年的辛勤耕耘使
得嵩山红叶已成为继少林功夫之外

向游客展示嵩山悠久历史文化、优
美自然风光的另一张重要名片。

据嵩山少林景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赏嵩山红叶现在正当时，在
未来的三周内，景区每周都会举办
不同的活动供游客参与，如10月
28日重阳节当天的自驾嵩山、寻宝
少林活动，11月12日的嵩山户外
徒步大会等，游客参与即有惊喜。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张晓梅

10月20日，由河南省旅游协
会旅行社分会主办的河南省旅行
社升级转型论坛在郑州举行。全
省 80余家协会成员单位负责人
汇聚一堂，就旅行社业升级转型
发展进行交流讨论，省旅游协会
旅行社分会秘书长王文胜主持此
次论坛。

论坛上，省旅游协会旅行社分

会会长、河南中原国际旅游集团董
事长谢术湘和河南省中国国际旅
行社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黄德洲
进行了企业经营管理经验分享，河
南省旅游局政策法规处的王立国
主讲了旅行社行业相关法律法规
问题，江泰保险旅责险统保示范项
目河南调解处理中心主任芮卫生
就2017年度旅行社责任险案例进

行分享，榜中榜、旅业英才网创始
人曹戈针对传统旅行社的企业文
化建设、旅行社培训销售做社群营
销以及打造“旅行社销售铁军”进
行了专题演讲。

来自全省的省旅行社协会会
员代表在论坛上也分别对旅行社
升级转型的看法进行了深入探讨。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滑蕾

尧山铺霞彩，山水笼云烟。
10月21日，为期一个月的红叶节
拉开序幕，尧山红叶进入最佳观赏
期。平顶山市旅游局规划科科长
赵振芳、鲁山县旅游局长陈立新、
天瑞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吕劲松、副
总经理徐大川、画眉谷景区总经理
李亚民等领导出席了开幕式。

据介绍，尧山森林覆盖率98%，
是植物的宝库，红叶树种不计其

数。每年进入秋季，尧山红叶就展
现梦境般的美。随着暑往寒来，尧
山红叶树种争相烂漫，崇山峻岭如
回春季，“万紫千红各争艳，尽显
娇颜饰春天。”尧山红叶富于层次
感。如同展开巨大画轴的油画，满
山铺秀，遍岭堆锦，秋色烂漫，美
不胜收。因树种位置与树龄不同，
红叶的观赏时间也不同，富有变幻
色彩与立体层次感是尧山红叶的

最大特点，观赏期中，一日一景，
步随景移，显现出它生命中最壮美
的时刻，让人们有种“人在林间
行，宛如画中游”的唯美体验。

据了解，此次红叶节推出了
五条赏红专线，并辅以拜大佛、泡
温泉、摄影赛、户外露营等多项互
动活动，为省内外游客奉上了一
道丰盛的红叶文化盛宴。

记者 王永璐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罗 帅

10月 21日，永城市芒
砀山地质公园迎来了来自
商丘的研学团一行500余
人。为欢迎同学们的到
来，公园特别为他们准备
了地质公园宣传册、导游
图、折页等科普资料，让同
学们进一步了解芒砀山地
质公园。研学活动中，同
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实
地游览了地质公园园区，
详细了解了芒砀群山的形
成过程，同时还参观了地
质博物馆。同学们通过参
观博物馆内的矿物标本、
图文仪器、影像资料等研
学地质科普知识，探索科
学奥秘。

据了解，为充分发挥芒
砀山地质公园作为豫东地
区唯一一处地质科普教育
基地的作用，激发学生对地
理知识的兴趣及保护地质
遗迹的意识，芒砀山地质公
园在金秋时节开展“研学芒
砀 欢乐秋游”活动。此次
活动总人数共计 2000 余
人。作为河南省地质旅游
示范基地、河南省科普教育
基地，近年来，芒砀山地质
公园充分利用独特的资源
价值优势，凭借“旅游+研
学”模式，大力发展研学游
活动。今后，芒砀山地质公
园将进一步提升服务，把

“研学游”产品做精做细，为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供有
力的支撑。

经典南瓜灯、五彩小糖果、魔
法精灵、搞怪女巫……一年一度的
万圣狂欢盛宴即将登陆郑州方特
旅游度假区。10月28日至10月
31日，郑州方特精心打造的惊喜万
圣节，邀游客一起来探秘。

今年郑州方特欢乐世界特别

推出万圣节主题夜场，届时夜场全
价票仅售120元/人，儿童票仅售90
元/人。会说话的南瓜、能跳舞的糖
果……届时，方特欢乐世界将上演
糖果大巡游、魔法小女巫、神秘小
精灵……万圣全民大cos，郑州方特
挑选的神秘cos形象你认识几个？

趁着万圣节主题夜场开放，赶快约
上好友去寻找你喜欢的角色吧！

神秘集装箱、炫酷机械军团
……伴随黑夜的来临，集体出动，
一场迷幻电音狂欢趴将出现在方
特万圣狂欢盛宴上。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徐二伟

2017中国旅行服务产业发展峰会在开封举行

第八届嵩山红叶节在嵩山少林景区开幕

2017尧山红叶节开幕 漫山红叶迎宾来 新乡万仙山：
国际攀岩节周末举行

沙迦旅游诚邀中原游客体验“沙漠玫瑰”

永城芒砀山：
地质公园迎来研学团

郑州方特将推出万圣节狂欢盛宴

河南省旅行社升级转型论坛在郑州举行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程 芳

10月21~22日，省旅游
局副局长李延庆带队在云
台山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
创建中期评估工作，焦作市
副市长王建修等相关领导
陪同评估。评估组一行先
后考察了云台山百家岩广
场、低空游项目、服务中心、
旅游厕所、智慧旅游中心、
旅游综合执法办公室、云武
堂康养小镇、云台山地质博
物馆、云台山民宿、郑云高
速云台山收费站等地，通过
听取汇报、实地走访、查看
资料等方式，详细了解云台
山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工
作的推进情况。

10月21日，云台山迎

来了第70趟“云台山号”武
汉旅游专列，500余名武汉
游客赏红叶、游奇峡，与云
台山来了一场秋天的约
会。截至目前，“云台山号”
系列旅游专列已累计开行
200趟，其中，北京专列累
计130趟，武汉专列累计70
趟，同时还引来了来自湖
南、福建、浙江、江苏以及西
北、东北等多个地方的旅游
专列。

“云台山号”旅游专列
是我国首个以景区命名、由
客源地直达目的地的系列
旅游专列。其首创的产品、
营销、服务始于客源地、止
于客源地，组接一体化、服
务全程化的旅游市场营销
新模式，成为旅游业专列开
行的典范。

焦作云台山：
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