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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7 月起洛阳铁路线将有调整
洛阳龙门站新增 14 趟周末线和高峰线列车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董楠 通讯员 刘鹏 黄弈辉
本报讯 昨日记者从洛阳火车站获悉，自 7 月 1 日起，全国铁路又将迎来一次调图，此次洛阳铁路部门调整较大，其中龙门站新增列车 20 趟，停运 13
趟，运行区间调整 9 趟。洛阳站、关林站也有相应调整。与以往调图不同的是，
洛阳龙门站增开 20 趟列车中，
其中有 14 趟为周末线和高峰线。

洛阳龙门站：

停运 13 趟：

新增 6 趟列车，分别为：
G870 次
西安北-温州南，到达洛阳时间为 8：
27/31；
G869 次
温州南-西安北，到达洛阳时间为 21：
57/59；
G428 次
兰州西-北京西，到达洛阳时间为 17：
38/42；
G427 次
北京西-兰州西，到达洛阳时间为 9：
46/49；
G2024 次 兰州西—郑州东，
到达洛阳时间为 20：
29/31；
G4285 次 郑州东—兰州西，
到达洛阳时间为 15：
37/39；

西安北-徐州 G1984 次；徐州-西安北 G1983 次；西安北-徐州东 G1986 次；徐州东-西安
北 G1981 次；兰州西-郑州东 G2025 次；兰州西-徐州 G2028 次；徐州-兰州西 G2027 次；兰州
西-北京西 G4016 次；北京西-兰州西 G4015 次；郑州东-洛阳龙门 G9195 次；洛阳龙门-郑州
东 G9196 次；
兰州西—郑州东 G4286 次；
广州南—兰州西 G845 次。

新增 14 趟周末线和高峰线：
G6695 次
G6700 次
G6696 次
G6697 次
G6698 次
G6699 次
G6681 次
G6682 次
G6687 次
G6688 次
G4292 次
G4291 次

郑州东-洛阳龙门，
到达洛阳时间为 10：23；
洛阳龙门-郑州东，
洛阳发车时间为 18：
57；
洛阳龙门-商丘，洛阳发车时间为 11：
24；
商丘-洛阳龙门，到达洛阳时间为 16：
12；
洛阳龙门-郑州东，
洛阳发车时间为 16：
50；
郑州东-洛阳龙门，
到达洛阳时间为 18：
23；
郑州东-灵宝西，到达洛阳时间为 8：
32/35；
灵宝西-商丘，
到达洛阳时间为 10：
22/25；
商丘-洛阳龙门，到达洛阳时间为 20：
55；
洛阳龙门-郑州东，
洛阳发车时间为 21：
30；
兰州西-徐州，
到达洛阳时间为 13：
19/21；
徐州-兰州西，
到达洛阳时间为 19：
16/18；

G9785 次
G9786 次

郑州东-三门峡南，
到达洛阳时间为 18：
02/05；
三门峡南-郑州东，
到达洛阳时间为 19：
25/27。

洛阳车站相关负责人提醒说，上述新增 14 趟周末线和高峰
线，
具体开行车次和日期应以 12306 网站和车站公告为准。

调整 9 趟列车的运行区间：
G1281 次（沈阳北-成都东）、G1282 次（西安北-沈阳北）列车的运行区间延长至成都东；
G1982 次（西安北-徐州）、G1985 次（徐州-西安北）列车的运行区间调整为西安北至济南
西，
车次改为 G2052 次（西安北-济南西）、G2051 次（济南西-西安北）；
G1831 次（济南西-重庆西）、G1832 次（重庆西-济南西）列车的运行区间延长至重庆西；
G841 次（深圳北-西安北）、G842 次（西安北-深圳北）列车的运行区间延长至深圳北；
G846 次（西安北-广州南）列车的运行区间延长至兰州西。

洛阳站停运两趟：
K862 次兰州-汉口；
K861 次汉口-兰州。

关林站增加 4 趟：
K8005 次商丘-南阳（周日、一、二、三、四开行），
关林 15：
58 到 16：
05 开；
K8006 次南阳-商丘（周一、二、三、四、五开行），
关林 13：
34 到 13：
48 开；
K8011 次商丘-西峡（周五、六开行），
关林 15：
58 到 16：
05 开；
K8012 次西峡-商丘（周六、日开行），
关林 13：
34 到 13：
48 开。
洛阳火车站相关负责人提醒说，此次调图调整车次较多，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车站公告等方式了解调图后的列车开行信息，合理安排行程。其中部分列车中途到站
有调整，请您在乘车前，仔细核对车票票面信息（车次、乘车站、时刻、票价）及乘车站变化，以
免耽误您的行程。

躲开酷暑，夏季去这几个地方就够了，美的太清凉！

本周惠民卡又来给大家送福利了！炎炎夏日，会员们是否会厌倦这酷暑高温
呢？不要怕！本周给大家推荐的这几个景区美景正当时。
景区历史悠久，拥有凝练深厚的汉文化、儒释道文化、中原
古建筑文化，奇异的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完美结合，使这里成
为集秀美山水游、休闲度假养生、领略千年汉文化、参拜修禅的
胜地。

许慎文化园：文物保护，文化传承。

本周活动：

6 月 30 日，7 月 1 日：青龙峡（5A 焦作）、银树沟（南阳）、
二龙山（南阳）、许慎文化园（4A 漯河) 、五指山生态旅游度
假区漂流（河北）、濮上园天鹅湖滑草场（濮阳）,有山又有
水，全都适合夏季避暑，随便挑一个走起，就能给你的夏天
降降温！

青龙峡：山清水秀，休闲养生。
青龙峡风景名胜区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县境内，属
于云台山西区，面积约 108 平方公里，是一处以峡谷型山水
风光为主、以养生休闲度假为中心的综合性风景名胜区。
2007 年评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同时还是国家森林公园、
国家级猕猴自然保护区,是云台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精品园
区之一，是您生态旅游休闲避暑的好去处。

银树沟：鬼斧神工，天然氧吧。
西峡银树沟生态旅游区位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河南省
南阳市的西峡县二郎坪镇，银树沟景区具有两大旅游园林、
三大旅游景区、四条旅游峡谷、五座旅游奇峰，当属华夏山
水奇观、绿色王国、天然氧吧、
“活化石”标本。
银树沟浓缩了华山之险，黄山之秀，泰山之雄，九寨之
韵。景区内舍身崖、百米刀劈崖、苍龙岭、等让你惊叹大自
然的鬼斧神工！

二龙山：中原瑰宝，人间胜景。
二龙山风景区位于中国南阳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核心
位置，因十座连绵的山峰酷似两条戏珠巨龙而闻名天下，被
誉为“河南二龙山，伏牛后花园”。景区空气质量一级，负氧
离子含量极高。风光旖旎，人杰地灵，山势雄伟美丽，风景
四时不同。

许慎文化园位于漯河市龙江路与中山路交叉口向东 800
米，许慎文化园是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许慎墓规划
建设而成的集文物保护、经典教育、汉字文化观光于一体的国
家 AAAA 级文化旅游景区。
园区地势由南向北依次抬升，共分三大功能区，即广场服
务区、中心展示区、墓冢保护区。许慎文化园遵守中国传统建
筑模式，
采用中轴对称布局。

太行五指山漂流景区：风光秀丽，水质清澈。
太行五指山漂流景区位于邯郸市涉县境内，属太行山脉，
奇山秀水，比比皆是。河道全程 2500 余米，这里田园风光，如
诗如画，
整个漂流河道上下游落差近 100 余米。
整个漂流过程中，能感受到百米冲浪的强烈刺激，又能感
受到自然大落差后，河水如放缰的野马翻滚奔腾的壮观场面。
景区既是漂流好去处，又是一处难得的观光避暑、度假休闲的
旅游胜地。

濮上园天鹅湖滑草场：人工草地，趣味横生。
濮阳天鹅湖滑草场位于河南省濮阳市黄河路西段 4A 级
景区濮上园景区内，距离北门口一百米处，占地面积两万多平
米。
濮阳天鹅湖滑草场拥有国际先进滑草魔毡，架有 S 弯道、U
型弯道、斜坡速滑以及多种草地娱乐项目。安全性和趣味性统
统都有！

景区推荐：

这两个景区，有着你从未见过的独家夏日风光！
在这炎炎夏日，惠民卡为大家推荐两个避暑消夏的好
去处——曹丞相府和尧山。

曹丞相府：汉风魏韵，梦幻相府。
曹丞相府景区位于许昌市中心魏武帝广场，是在原来
曹操大营和办公的遗址上恢复重建的，是国内目前全方位
展示曹魏文化的 3A 级主题景区。
曹丞相府景区由曹丞相府、魏武帝游园、周边旅游商业
街区等部分构成，是目前全国唯一的人文内涵与现代科技
相互结合、历史真实与游客体验相互交融的曹魏文化旅游
主题景区，
让您穿越历史时空，梦回金戈铁马的三国时代。

尧山：峰奇石怪，森林茂密。
尧山风景名胜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规范化旅
游服务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位于河南省平顶山市鲁
山县尧山镇，总面积 68 平方公里。为天下刘姓发源地，古
代伟大思想家墨子故里。
尧山峰奇石怪，森林茂密，云雾无常，历史厚重，集雄、
险、秀、奇、幽于一体，现已命名的景观有 240 多处。石人、
将军峰、凤凰台、和合峰、报晓峰、猴子拜观音、象鼻峰等峰
峦挺秀，
异峰如林。
只要选对了地方，夏天也可以清清爽爽地出游！惠民
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具体活动时间和景区活动资
料，请登陆惠民卡官方平台查询。感兴趣的会员朋友们，不
要忘记提前预约景区哦！
这么多好景区，是不是有点挑花眼的感觉？趁着周末
来临之前，好好盘算一下行程吧！提醒各位会员需要注意
的是：一定要看好景区的活动时间，并提前登陆惠民卡官方
进行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