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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红湖南全景七日游
1780元起（游遍长沙、韶山、衡
山、芙蓉镇、张家界、凤凰古
城）4月 15日/21日发。福建
全景九日游 1980 元起（游遍
厦门鼓浪屿、武夷山、福州、泉
州少林寺、土楼，古田会议，泰
宁）4月15日、21日发团。浙
江全景七日游 1780 元起（游

杭州、绍兴、普陀山、奉化溪
口、雁荡山）4月 15日、21日
发。贵州全景八日游2180元
起（游贵阳、茅台镇、黄果树、
苗寨、遵义会址、织金洞等）4
月14日，21日发，另有5月11
日陕西全景五日游，万人游三
峡、广西全景八日游等您报
名！本周来旅行社咨询的游

客可免费加入会员。
公益活动：千人游亳州一日68
元/人（送价值98元原浆酒一
瓶），4月21日发。
公司电话：0371-65909994

65925527
公司地址：郑州市政三街4号
（人民会堂北100米东拐政三
街200米路南）402室

夕阳红湖南全景七日游1780元起

第十七届“醉美汝阳”杜鹃花节即将举办
□记者 魏国剑

“酒祖圣地，醉美汝阳”，4月
4日，“醉美汝阳”第十七届河南
汝阳杜鹃花节、炎黄文化节暨雅
文集团2018春季越野挑战赛郑
州推介会在河南人民会堂盛大
召开，国内众多媒体和旅行社齐
聚，共同见证汝阳旅游开启新征
程。汝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焦
元鹏致欢迎辞，汝阳县副县长蔡
绍杰对醉美汝阳以及即将举办
的第十七届河南汝阳杜鹃花节
暨炎黄文化节活动情况进行了

详细介绍。
推介会上，除了西泰山的

杜鹃花海，雅文虎山温泉、恐龙
谷漂流景区、恐龙地质公园、洛
阳杜康造酒遗址公园同样受到
了旅游爱好者的青睐。杜鹃花
节暨炎黄文化节是汝阳的一项
重大旅游盛会，在中原地区颇
具影响力。“洛阳看牡丹，汝阳
赏杜鹃”，每年 4、5月，汝阳西
泰山 10 万顷野生杜鹃姹紫嫣
红，令四方游客流连忘返。据
了解，“醉美汝阳”第十七届河
南汝阳杜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

将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上午 9
点在汝阳西泰山景区炎黄广场
隆重开幕，举办时间持续至 5
月10日。

同时，4月29日至5月1日，
雅文集团2018春季越野挑战赛
暨音乐啤酒帐篷节也将在雅文
喜鹊小镇举行。本次春季越野
挑战赛通过河南省18个地市的
汽摩协会积极参与，在五一节假
日期间举办一场集美食节、音乐
节、帐篷节、直升飞机环景、汽车
越野比赛为一体的文化交流盛
宴。

新郑千稼集景区
将举办七彩国际风铃节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梁翰奇

为推进2018年全省旅游业
转型发展重点工作开展，贯彻落
实2018年全国厕所革命工作会
议精神，安排部署新三年厕所革
命和 2018 年规划发展重点工
作，4月8日，河南省旅游局副局
长李延庆带领全省辖市、省直管
县（市）旅游局（委）局长（主任）、
副局长（副主任）、5A级旅游景
区、省级以上度假区负责人一行
等160多人来到新乡宝泉景区，
观摩旅游厕所建设情况。

春江集团常务副总裁、河南
宝泉旅游度假区负责人张海明
陪同观摩，并详细介绍了宝泉厕
所革命工作的相关情况：宝泉景
区积极完善提升旅游基础服务
设施，全力打造“有温度、有味
道、有智慧”的旅游厕所。到目
前为止共建成各类旅游厕所3A
级别8个，2A级别4个，1A级别
6个以及移动厕所4个，其他厕
所5个。厕所的选址、设计和建
设，做到了与其周围环境和谐，
实现了数量与质量、适用与美观
的统一。

李延庆一行先后来到宝泉
景区游客中心、桃花坪游客中
心、奇石苑、见龙瀑等处卫生间，
实地查看卫生间如厕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管理等情况，了解厕
所革命工作成果。景区卫生间
鲜花绽放，香味历久弥新。家庭
卫生间各种设施一应俱全，专门
为行为障碍者或协助行动不能
自理的人特别设置的第三卫生
间，体现出宝泉的人文关怀。通
过现场查看和深入了解，观摩人
员纷纷“点赞”宝泉厕所革命已
经走在了前列。

厕所革命推进会观摩团走进新乡宝泉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程芳

今年入春以来，河南云台山
景区入境市场持续火爆，先后接
待韩国登山联盟登山团、中国台
湾包机团以及台湾青年学生修
学团等多个境外团队，截至目前

入境游客较去年同期增长55%。
为进一步开拓境外市场，今

年以来，云台山景区针对入境游
团队制定了优惠、奖励政策。景
区境外市场营销人员多次走访郑
州、西安、洛阳等地入境团队地接
社，并与河南康辉国际旅行社、河

南中信国际旅行社、河南中原国
际旅行社、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
等联合，针对境外不同群体制定
不同的参观线路，提供定制化服
务，更好地满足境外游客需求，有
效提升了景区的入境游口碑。

据云台山景区境外市场营
销人员介绍，今年第一季度，云
台山境外市场特别是泰国、马来
西亚等东南亚市场增长明显，首
先得益于国家“一带一路”合作
倡议的深入推进，其次我国深厚
的历史文化是吸引入境游客的
重要因素，河南作为中华文明的
发源地，河南省旅游局推出的

“中华源·老家河南”特色旅游线
路受到众多境外游客的欢迎。
云台山独特的峡谷地质地貌景
观、先进的管理模式、一流的贴
心服务、整洁的游览环境，给境
外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已经成
为河南大部分入境游团队的首
选地。

云台山境外团队同比去年增长55%

2018中国·济源女娲文化
旅游节即将启幕

□记者 王永璐
通讯员 李虹澄

为了弘扬女娲精神展示
华夏文明、巩固全域旅游发展
成果，2018中国·济源女娲文
化旅游节将于2018年4月15
日在景区娲皇广场拉开帷
幕。届时将有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文化演出活动为社会
各界宾朋和广大游客激情奉
上！

女娲是中华民族繁衍生
息的共同祖先和人文始祖。
相传，上古时期，女娲在涉县
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别姓通
婚、肇启文明，被誉为“三皇之
人皇”，并逐渐形成了“造化自
然、造福人类、自强不息、奋斗
不止”的女娲文化。小沟背·

银河峡景区所在的济源市邵
原镇是中国女娲神话之乡，小
沟背也成为华夏创世神话的
原发地，吸引了诸多海内外炎
黄子孙来此地寻根问祖。

本次文化旅游节从4月
15日开始，4月17日结束，历
时3天。其间有民间艺术精粹
展演，豫剧、舞蹈、锣鼓等专场
文艺演出助兴。

小沟背风景区处于华北
地区唯一遗存的原始森林腹
地，是华北地区最典型、最壮
观的火山岩地貌，由银河谷
地、鳌背山、待落岭三部分构
成，总面积50平方公里，自然
景观奇特，文化内涵丰富，著
名景观60多处，是王屋山世
界地质公园的精华所在。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陈楠

记者近日从新郑千稼集
景区获悉，4月底，该景区将举
办郑州首届“七彩国际风铃
节”，届时，千稼集景区近百个
品种、10万个风铃将高高挂
起，微风吹起，声音清脆悦耳，
让游客瞬间沉醉在风铃的海
洋中！活动将从4月29日开
始，持续至5月31日。而且如
此规模空前的风铃节，将对游
客免费开放。

清明之后，气候渐暖。微
风吹起，身体一阵舒爽，耳边
再传来一阵叮叮当当的风铃
脆响，心情也能获得愉悦。本
次千稼集“七彩国际风铃节”，
除了10万个各式风铃呈现出

的风铃海洋，还现场设置大量
互动游戏，让游客在欣赏风铃
美景的过程中，体验到游戏的
乐趣。另外，千稼集景区美食
一条街（原味乡村街区）有来
自全国各地的300余种美食，
河间驴肉、阿轩一根面、台湾
菠萝饭、武汉三鲜豆皮、广东
肠粉、东北豆皮、禹州杂炣、湖
南米粉……各种美食总能吸
引大批游客驻足。4月29日，
千稼集山地烧烤美食节将与
七彩国际风铃节同步启动。
景区耗资300万元，精心打造
夜晚的景观亮化，为游客呈现
精美的光影盛宴。除了延续
白天的各项内容外，各种烧烤
美食、啤酒、演艺，让您体验到
不一样的“夜生活”。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薄腾飞

4月8日，由亳州文化旅游
集团和河南大学生旅游网举办
的“河南百万学子研游安徽亳州
暨第一届安徽亳州旅游校园行”
启动仪式在黄河科技学院举行。

亳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目前全

市拥有3A级以上旅游景区18
家，其中4A级旅游景区6家；亳
州是中华药都，中药材种植面积
达百万亩，每年交易额 200 多
亿，中药饮片占全国的1/4；亳
州是中国长寿之乡，中国五禽戏
的发源地。“河南百万学子研游
安徽亳州”启动仪式现场，特邀
请华佗五禽戏第五十八代传人

王三华及其弟子进行五禽戏表
演，得到了高校学子的热烈反
响。

据了解，4月10日~4月17
日，大学生游亳州直通车政策宣
讲人员将继续走进郑州市的多
所高校进行巡讲，参加研游安徽
亳州活动的首批河南高校学子
将于4月下旬进入亳州。

“河南百万学子研游安徽亳州”启动

景区供图

景区供图

□记者 王永璐

4月5日，郑州直飞柬埔寨
暹粒包机在新郑国际机场正式
飞行。该航线由柬埔寨吴哥天
翼航空执行飞行，郑州—暹粒
ZA4141455-1755，暹粒—郑
州ZA4130905-1335，空中飞
行时间4小时，全年飞行，全年
可输送旅客2万人，航班时刻为
白天飞行，避免游客旅途劳累，
前三班已经全部爆满。

该航线包机是由河南大河
国际旅行社执行，大河国际旅
行社是“河南省星级旅行社四
星旅行社”，河南航空旅游发展
联盟“2014~2016年度高级会
员单位”，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

的出境数据统计中，2013年排
名第一，2014 年排名第二，
2015年再次排名第一，并于
2013年荣获河南航空旅游发
展联盟最佳国际组团奖一等
奖、2013年度最佳贡献奖一等
奖、2013年度最佳合作奖。近
年，在河南乃至全国的旅游市
场中，创造了多个第一。每年
飞行包机架次在100架次左
右，具有丰富的飞行包机的经
验和优秀团队。

河南大河国旅包机郑州直
飞柬埔寨暹粒航线的开通，为
一亿多河南人民出行提供了便
捷的交通方式，架起了一条中
柬两国旅游商务、投资贸易、文
化交流和友谊的空中走廊。

郑州直飞柬埔寨暹粒包机
正式飞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