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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6日，河南省旅游协会导游分会成立
大会在郑州举行。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李延
庆、监督管理处副处长潘敏建，河南省旅游协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毅兵，旅行社分会、旅游教育
分会、温泉分会等相关行业协会的代表，导游员
代表及相关领域专家出席会议。河南省旅游协
会常务副秘书长滑蕾主持会议。

河南省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延庆在
分析了我省旅游业发展形势后表示，大力加强
导游队伍的建设、全面提升导游服务水平关系
到河南省对外形象，关系到河南省旅游业发展
大局。希望导游分会成立后，在河南省旅游协
会的领导下，发挥协会的代表、自律和服务三大
职能，为全面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进旅游业转
型升级，为我省旅游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大会审议通过了《河南省旅游协会导游分
会管理办法》，并选举产生河南省旅游协会导游
分会第一届理事会132名理事成员；张楗让当
选为会长，王猛任常务副会长兼任秘书长；聘任
芮卫生、李胜江、段海波、周建慧为高级顾问，成
立以陈佳平为主任委员的专家咨询委员会，并
为他们颁发了聘书。

“提升素质，倡导文明”，“不接零团费、负团
费”，导游分会还发出《导游倡议书》，与会人员
积极响应，纷纷签名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促进
河南旅游文明发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近日，云台山景区联合越野e族
共同宣布将于6月14日~18日端午节
假期在云台山举行首届“中国云台山
夏季英雄会”。届时，前来云台山景区
的游客将会同时融入到赏云台美景、
过传统佳节、看专业赛事、享音乐盛宴
的欢乐氛围中。

首届中国云台山夏季英雄会上，
中国汽车越野巡回赛将为游客上演一

场速度与激情的赛车竞逐大战；普通游
客也可参赛的“云台山欢乐跑”旨在把
全民健身的健康理念引入旅游休闲产
业；充满青春、时尚气息的“云台山电竞
大会”把电子竞技体育和高山流水相结
合，让参赛选手在虚拟世界和真实美景
中同步共振；云台山音乐节将邀音乐大
咖、知名DJ、演艺明星，打造一场美轮
美奂的视听盛宴；汇集国内外风格独特

的房车户外展、聚集中原美食的美食节
也将带给游客“眼眸里的座驾”和“舌尖
上的味道”，旨在打造以汽车越野和休
闲娱乐为主题、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
的大型IP嘉年华，推动云台山“旅游+”
战略的实施，打造国内“旅游+体育+文
娱”多元化发展的IP品牌新典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程芳

4月29日，信阳市国有酒店加盟胜高酒店
管理集团签约仪式在信阳市政府举行，浉河宾
馆、阳光宾馆、信阳宾馆等多家国有酒店与胜高
酒店分别签订加盟协议，正式将部分国有门店委
托胜高酒店管理。这是继与重庆万盛经开区管
委会签署战略协议后，胜高IPO进程中再次获得
政府业务方面的支持。

会上，信阳市副市长李正军对胜高酒店在
行业内取得的成就以及响应《中国证监会关于发
挥资本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
见》，将注册地从深圳迁至信阳的行动，以及为信
阳酒店旅游业整体服务提升和经济发展做出的
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赞誉和肯定。胜高酒店集团
董事长盛宏军介绍，胜高酒店创立十余年，是国
内首家全国性精品连锁酒店新三板挂牌企业，住
宿和餐饮业唯一入选新三板创新层的酒店企业
以及首家入选“三板成指样本股”的酒店企业，曾
获“中国最具投资价值酒店品牌”“中国最具竞争
力连锁酒店品牌”等近百项权威荣誉。胜高酒店
现已拥有中高端、中端、个性和民宿、公寓等不同
档次的住宿产品和品牌矩阵，涵盖标准化产品品
牌、轻标产品品牌和非标准住宿业态。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何建云

4月26日，“世界大同文明安阳”
2018研学游·国际学子成人礼研学活
动在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圆满礼成。
3300名来自海内外的学子身穿传统服
饰，通过“加笄加冠”“拜宾”“齐读颂文”
等仪式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宣告成年。

据安阳市政府副秘书长苏保民介
绍，安阳是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
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殷墟、“精忠报国”
精神地岳飞庙、周易发祥地羑里城、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马氏庄园等研学基
地，每年有近百万人次的学生来研学
旅游，已成为国内外研学旅行的标
杆。本次活动的策划者、峰颜传媒董
事长杨江峰说：“成人礼蕴含着传统文
化中的传统美德。安阳殷墟有着无限
的内涵和外延，成人礼在这里举办，浑
然天成、相得益彰。”

安阳市旅游局局长史景山介绍，
经过多年的不懈探索与辛勤实践，安

阳每年接待近百万人次的学生在此研
学旅游，已成为国内外研学旅行的标
杆。国际学子成人礼的成功举办，让
众多国际学子走进安阳、了解安阳，将
安阳灿烂的传统文化、感人的红色精
神和秀美的太行山水传播到全世界，
展现了华夏文明的魅力，树立了安阳
研学旅游品牌，有助于将安阳打造成
为世界青少年文化休闲旅游胜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近日，记者从太行大峡谷景区获悉，5月12
日，太行大峡谷漂流将迎来今年首漂。先进的
漂流设施，健全的监控系统，空气热能泵热水供
应，将给游客带来全新的漂流体验。目前，漂流
接待中心已投入使用，配套设施也在积极完善，
漂道全线贯通，一切准备就绪。

据了解，太行大峡谷漂流全程4.5公里，落
差85米，漂流用时2~2.5小时。既有平缓如镜
的缓流，又有湍急起伏的急流，漂流全程位于山
地森林带，沿途林木葱郁，景色壮观，被称为“晒
不黑的漂流”，名副其实的生态氧吧。

此外，为迎接“5·12”国际护士节的到来，太
行大峡谷景区将在5月12日当天推出“天使情
怀，大爱无疆”暨白衣天使免费畅游大峡谷活动，
全国所有护士及医务工作者凭本人证件购买60
元景区交通费，即可享受门票全免的优惠政策。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高立学
通讯员 程鹏宇

5月5日，永城芒砀山古庙会暨第
三届“芒砀山摄影季”开幕式在芒砀山
旅游区盛大开幕。来自全国摄影界的
专家学者，永城市副市长梁廷振，永城
市政府党组成员、芒砀山旅游景区管
委会主任张福光，芒砀山旅游景区管
委会副主任、芒砀山旅游总公司总经
理鲁玉等百余人出席开幕式。

梁廷振在开幕式上致辞说，永城

与《中国摄影》杂志社联合举办第三届
芒砀山摄影季，既是推介永城、宣传永
城，特别是促进旅游产业品牌营销的
重大举措，也是奉献给广大游客的又
一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本次摄影展
将在芒砀山旅游区汉博苑广场回廊、
购物中心、芒砀山地质公园、夫子山景
区、画说汉朝体验馆进行“中国摄影经
典作品展”“永城四十年摄影专题展”

“絮絮作品展”“河南青年当代摄影展”
“全国高校摄影精品展”等五大主题展
览，同时还有53组系列摄影作品在20
多个特色民俗小院进行展出，与当地
百姓的居住环境产生有趣的互动，充
分展现出芒砀山小镇的风土人情和人
文气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罗帅

4月27日，“清新假期 趣游新郑”
新郑旅游推介会在新郑举行，郑州市
旅游局副局长刘源，新郑市委常委、宣
传部部长张慧娴，新郑市副市长李猛，
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局长赵舒琪等相
关领导出席本次活动。

据赵舒琪介绍，中华人文始祖轩
辕黄帝出生在新郑，并在此建都，一统
华夏，开启了华夏文明。新郑是一座

历史悠久的拜祖圣城、一座人杰地灵
的文化名城、一座风光秀丽的山水绿
城、一座充满幸福回忆的乡愁乐城，一
座洋溢人文关怀的温馨小城，欢迎八
方宾客到新郑来，拜华夏始祖，品郑风
古韵，赏山水风光，享美丽乡愁。

推介会上，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
工作人员发布了新郑旅游一日游、两
日游线路及新郑四季旅游主题活

动。黄帝故里、郑国车马坑、红枣小
镇分别进行了景区推介，赢得与会嘉
宾称赞。本次推介会还同步开展了

“新郑旅游文创产品展销”活动，民间
艺术家制作的剪纸作品、轩辕黄帝塑
像、竹简、仿莲鹤方壶工艺品、具茨山
房竹骨拓片折扇等文创产品获得嘉
宾好评。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河南省旅游协会
导游分会正式成立

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会”将在端午假期登场

安阳举办研学游·国际学子成人礼活动

河南三个旅游强县缔结联盟，打
造伏牛山精品旅游圈的号角正式吹
响。4月30日，栾川县、西峡县、嵩县
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签约仪式在
嵩县举行。届时，三个旅游强县将在
高速免费活动、伏牛山片区精品景区
创新发展、区域整体营销平台打造、高
速路网、重点景区旅游通道建设以及
旅游人才交流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
省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继鼎，栾川
县委书记董炳麓，西峡县县长周华锋，
嵩县县委书记徐新，嵩县县长宗玉红

等领导参加签约仪式。
据悉，伏牛山地区是我省生态旅

游资源富集区，地跨洛阳、南阳、平顶
山三市，包括南召、内乡、淅川、西峡、
栾川、嵩县、汝阳和鲁山八县，总面积
20560平方公里。同时伏牛山地区也
属于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范
围，8个县中含6个国家级贫困县，1
个省级贫困县。签约仪式上，嵩县县
长宗玉红宣读了《伏牛山全域旅游扶
贫联盟倡议书》，栾川县委书记董炳麓
宣读了《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章

程》，西峡县县长周华锋宣读了《伏牛
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2018年行动计
划》。

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说，伏牛山
全域旅游扶贫联盟要坚持共享原则、
着力创新发展、切实加强组织协调、积
极培育市场主体、大力推进全域旅游
创建和全面提升旅游带动脱贫能力，
为加快伏牛山旅游大开发、为打造全
省全域旅游发展新亮点、为河南打好
脱贫攻坚战，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栾川、嵩县、西峡成立伏牛山全域旅游扶贫联盟

胜高酒店IPO进程
连获政府支持

记者近日从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
区获悉，目前该景区正在全力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现已全面完成电子门
禁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智能广播系统、
GPS车辆调度系统等智慧旅游建设项
目。正在完善步道、桥梁、仿生态栏杆、
安全防护设施、观景休息设施等。

据了解，2015年，新乡市政府确立
了新乡八里沟景区创建国家5A级旅
游景区的目标，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

司高度重视新乡八里沟景区的5A创
建工作，全面落实创建工作任务。在创
建工作中，景区认真组织，精心谋划，围
绕5A级旅游景区创建标准，结合景区
实际，多次召开创建5A专题会议和员
工动员大会，形成了上下齐心、协力共
创5A的浓厚气氛。三年来，八里沟景
区严格按照国家5A级景区创建标准
和评定细则，不断完善景区软硬件基础
设施和服务设施，从游客中心、旅游服

务、旅游交通、游览线路、旅游安全、配
套设施等多个方面进行提档升级，扎实
推进“厕所革命”和智慧景区建设。在
今年接下来的工作中，八里沟景区将严
格按照5A标准，在景区硬件、软性服
务上不断提升游客旅游体验，努力早日
将新乡八里沟景区创建成国家5A级
旅游景区，将新乡南太行打造成为国内
一流的旅游目的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全力创5A

太行大峡谷漂流
5月12日开漂

永城芒砀山景区第三届摄影季启幕

“清新假期 趣游新郑”推介会举办

知名旅游专列品牌“大象号”空调
旅游专列再次启航，河南省东南国际
旅行社给游客带来超值福利，让爸妈
的旅行舒适又放心。据悉，5月16日，
老徐将带游客前往哈尔滨、沈阳故宫、
吉林长白山天池、海拉尔、呼伦贝尔大
草原、满洲里国门、中俄边境、北戴河
等地，专列游玩11日，价格1980元

起。另外，凡女士报名5月16日“家
在东北”旅游专列，均赠送精美礼品一
份，并免费安排高规格接待标准的“烤
全牛”，让您大饱口福。

据东南国旅董事长徐辉介绍，
2018年，“大象号”品质旅游专列改变
以往的运营模式，为中老年游客提供具
有主题色彩的旅游产品和高品质的旅

游体验，开发健康游、文化游、美食游
等，并在旅游专列的住宿、环境、服务上
都加以升级，更加符合游客全方位的需
求。此次5月16日的大型专列活动

“家在东北”，11天时间一次走遍东北
精华景点，“1980元起”的价格让利于
游客，在旅游市场具有非常好的口碑。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东南国旅大型专列活动给游客送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