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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6月13日下午，省旅游
局召开全省暑期旅游安全
和旅游市场秩序整顿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安排部署全
省暑期旅游安全和旅游市
场秩序整顿工作，省旅游局
副局长朱建伟、副巡视员张
建州出席会议并讲话。

张建州传达了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有关安全生
产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学
习了副省长何金平有关旅
游行业防洪工作重要批
示，并结合实际对汛期旅
游安全、端午节假日旅游、
安全生产月等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他指出，目前，
全省已进入汛期，各类事
故灾害频发，安全生产形
势异常严峻，要求各地要
高度重视汛期旅游安全防

范，扎实做好地质灾害隐
患排查、应急机制完善、防
汛防洪演练等工作，确保
全省旅游系统安全平稳。

朱建伟围绕全省暑期
旅游市场秩序整顿作了安
排部署，他强调，经过这两
年持续开展的旅游市场秩
序整治行动，一些企业违
法违规行为得到一定遏
制，游客反映强烈的突出
问题得到一定解决，诚信
经营执业氛围正在形成。
但总体上看，压力传导逐
级递减、上热中温下冷的
现象仍然存在，顽瘴痼疾
还未根本解决。他要求，
各级旅游主管部门，要提
高政治站位，主动担当作
为，突出监管检查重点，扎
实做好公平氛围营造、违
法案件查处、不良秩序整
顿等工作，为广大游客营
造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省旅游局
部署暑期旅游安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立学
王永璐 通讯员 郭新琴

逛了八里沟、赏了天界山，打
卡了万仙山的“网红公路”，去了
关山漂流湿了身……端午小长假
期间，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八
里沟园区、万仙山园区、关山园
区）持续迎来客流高峰，截至6月
18日，三园区累计入园达到12万

余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近25%。连日来，新乡南太行旅
游度假区的游客团队数量基本呈
稳定上升趋势，自驾游和品质游
趋向转变明显。

围绕端午时节，新乡南太行
除了美不胜收的壮美景观为游
客献礼，还推出各具特色、丰富
多彩的端午活动，如新乡南太行
各大景区特别准备了粽子、香

囊、五彩绳等民俗礼品，为广大
游客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同
时，八里沟景区最新推出“喊泉”
项目，受到游客追捧，游客嗓门
有多高，喷泉就能喷多高，景区
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尖叫声、
表白声，响彻端午。此外，由于
今年端午节偶遇父亲节，新乡南
太行也利用这一契机积极推出
亲子项目，有趣的猕猴表演、刺
激的关山漂流、震撼的《大圣归
来》实景演出，吸引了众多游客
参与其中，尽享假日欢乐。

据了解，端午小长假，新乡
南太行各景区做了充分的准备，
精心的安排，不仅使景区内外交
通井然有序，优质服务也得到游
客的纷纷赞赏。为了做好本次
节假日接待工作，新乡南太行各
景区适时增加运营车辆、调整运
营路线，并在交通安全、医疗保
障，便民服务、农家接待等方面
做了大量的保障服务工作。新
乡南太行也一直致力于为游客
提供“安全、快捷、温馨”的优质
服务，让游客在各大景区“游得
放心、游得舒心、游得开心”。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玉姣

端午小长假，来自全国
各地的游客相继奔赴栾川重
渡沟。景区为游客提供的万
米五彩绳、槲包粽子免费送，
第三届山谷音乐节、非遗民
俗背装表演等主题活动，增
添了浓郁的节日氛围，景区
内人气爆棚，住宿接待游览
秩序井然。

为了让游客更好地了
解当地端午习俗，景区在中
心区演艺广场、游客中心、
重渡沟竹筏漂流三个活动
分会场，免费为游客佩戴五
彩绳，免费送凉茶、豫西特

色的槲包粽子，让游客们赞
不绝口。

与此同时，第三届山谷
音乐节更是嗨爆现场，大伢
乐队、《中国新歌声》项亚蕻
与乐队，斑马森林、笨鸟团、
北郭先生、民谣歌者李上等
精彩上演，滚滚音浪响彻整
个山谷，万名游客一起聆听
激情的摇滚之声，细品纯粹
的民谣之曲。呈现了一场韵
味无穷的视听盛宴。

端午传统节日，重渡沟
景区用当地的特色文化延续
传统，激情动感的音乐狂欢
更是助力端午节！青山绿水
间，小桥人家里，丝竹不绝，
余音袅袅。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瑞

进入盛夏，酷暑难耐，
夏夜出游成为首选。2018
绿博之夜将于6月29日绚
丽开幕，为广大游客奉上
一场舌尖上的饕餮盛宴，
视觉上的翩跹表演。“绿博
之夜”活动具体时间在6月
29日至8月19日的周五至
周日，周五至周日的营业
时间将调整为8：30至 22：
00（21：30停止售票）。

2018 绿 博 之 夜 将 打
造“ 炫 彩 之 夜 ”“ 激 情 之
夜”“梦幻之夜”三部曲。

绚 丽 的 舞 台 、激 情 的 舞
蹈、酷炫的激光侠、萌萌
哒 的 小 丑 互 动 表 演 ……
让你一次看个够。在欣
赏主舞台精彩演出的同
时，夜晚还能观赏园区璀
璨的夜景及绚丽多彩的
音乐喷泉，让广大游客清
凉 一“ 夏 ”、狂 嗨 一

“夏”。老家味道美食街、
北门至美食街沿路均有
精彩的节目演出呈献给
广大市民。园区“老家味
道”美食古街集聚河南省
十八地市特色美食，另有
龙虾节强势加盟，诱动你
的味蕾。

端午假期，新乡南太行三园游客达12万人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许晋

当“北国第一溶洞”邂逅“秋
扒荷花小镇”，一场美丽的爱心扶
贫游即将在本月底展开。记者近
日从国家5A景区、栾川鸡冠洞景
区获悉，由鸡冠洞景区、栾川县秋

扒乡政府、河南永安国际旅行社
以及省会各大媒体联合开展的
千人同赴栾川爱心扶贫游将于6
月30日~7月1日在鸡冠洞景区
和秋扒乡荷花小镇开展。

据鸡冠洞景区负责人介绍，
本次活动为期两天，以“走进贫
困村，体验美，感受爱”为主题，

让参与旅游扶贫之旅的游客，不仅
可以欣赏到北国溶洞风光、千亩荷
塘秀色、高空漂流清爽，还能深入
到贫困村贫困户家中，感受自然朴
实的农村生活场景，更有贫困户提
供的玉米糁、土鸡蛋、山野菜、木
耳、香菇等纯天然原生态土特产
品，供游客朋友们爱心认购，与贫
困户结谊。“秋扒乡荷花小镇地处
伏牛山腹地，土地肥沃、气候宜人，
温湿的气候和奇特的地势，造就了
秋扒乡的锦山秀水，奇峰、异洞、山
泉、瀑布、峡谷、怪树、丑石、渊潭、
秀竹、丽草，景观遍布，风景如画，
形成了秀美靓丽的秋扒风光：千亩
荷塘更是在夏季形成了一道靓丽
清爽的风景线。”鸡冠洞景区负责
人说，日新月异的鸡冠洞景区引进
了高空漂流、玻璃吊桥、高空飞碟
等新兴项目，精彩纷呈。

带上家中闲置的儿童玩具、学
习用品、课外读物等，带上孩子踏
上“体验美，感受爱”之旅，秋扒村
孩子们渴望的眼神等你来，荷花小
镇热情的乡亲们等你来。

鸡冠洞景区组织千人赴秋扒村旅游扶贫

重渡沟
第三届山谷音乐节举办

2018“绿博之夜”
6月29日开启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王永璐 通讯员 程芳

6月 15日~19日，2018首届
中国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在河南
云台山景区盛大举行。本届云台
山夏季英雄大会不仅有精彩激烈
的COT汽车越野巡回赛和首届
云台山电竞大会，更有充满趣味
的云台山欢乐跑和激情澎湃的云

台山音乐节，以及房车与露营发
展高峰论坛等五大不同风格、丰
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旨在打造一
个线上与线下互通的，集全民体
育、全域旅游与大众娱乐于一身
的全新活动平台。

开幕式当天举办的 2018 首
届云台山欢乐跑比赛吸引了
1200人参与。随后，由300多辆
摩托车、UTV、越野车组成的大

型车队，浩浩荡荡地进行了山地
巡游活动。来自全国的5万多名
越野e族会员欢聚云台山英雄大
会，来自 100 多支赛队的近 300
名赛车手参加 UTV 锦标赛和
COT越野巡回赛的角逐。数十
支电竞战队以及崔健、逃跑计划
等20多个重量级明星乐队齐聚
云台山，上演一场全新的夏日狂
欢嘉年华。另外，云台山房车
展、星空营地、无人机表演赛，带
给大家无与伦比的精彩体验。
赏云台美景、过传统佳节、看专
业赛事。数万越野人齐聚云台
山，共享这场山水间的盛宴，热
情点燃了云台山夏日的夜空。

云台山景区管理局局长马春
明表示，首届中国云台山夏季英
雄大会是一场无与伦比的竞技盛
会，是一场激情四射的音乐盛宴，
这更是一场旅游、体育、文娱交相
辉映的大型嘉年华。云台山英雄
大会开启了云台山以IP品牌促转
型的重大创举，开创了5A级旅游
品牌与英雄会体育品牌深度融合
的崭新路径，开辟了云台山旅游
跨界合作的新模式。

2018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火爆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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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山音乐节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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