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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生活卡是我省首个
由主流媒体打造的生活会籍
卡，而畅游版是大河报在大河
生活卡基础上的又一力作，它
保留大河生活卡原有的旅游
优质资源，提供365天免费畅
游省内外100多家优质景区
福利，即时预约，即时入园，使
用起来轻松便捷。目前，更多
优质景区还将陆续集结，敬请
期待。

★怎么购买大河生活卡
畅游版？
1.线上

关注“大河生活”微信公
众号，点击底部菜单，点击“畅
游版—购买畅游卡”即可进行
购买；线上购卡自动激活，方
便快捷；
2.线下

郑州:
河南快乐驴途旅行社：

18137777381、18137777298
地址：郑州市东风路与文博

东路交叉口世博中心2117室
新郑：
河南筷子国际旅行社：

0371-62698369、69901369、
62678369

地址：新郑市人民路147号
巩义：
走天涯旅行社：

18336379567
地址：巩义市锦里路85号
登封：
丰 源 旅 行 社 ：

15138905559
地址：登封市嵩阳路与南

一环交叉口嵩湖公寓712室
新密：
筷 子 国 际 旅 行 社 ：

13603999028
地址：新密市新华路171号
焦作：
焦作驿路丰歌会展服务

有限公司：18503919876
地址：焦作市解放中路恒

基财富大厦西座11楼1116室
濮阳：
欢 乐 假 期 旅 行 社 ：

13213906567
地址：濮阳市任丘路丽都

路恒丰中央广场A1211
许昌：
河南鸿雁国际旅行社：

18637479359
地址：长葛市新华路959

号
新乡：
新 乡 市 盛 远 旅 行 社 ：

13598724916
地址：新乡市金穗大道与

劳动路交叉口向北50米路西
驻马店：

河南中州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驻马店驿城区分公司：
18939663993

地址：驻马店市乐山路与
雪松路交叉口向北500米路
西红果树酒店3楼305室

三门峡：
夕 阳 红 旅 行 社 ：

18639803152
地址：三门峡市和平路大

中海六号楼608室
南阳：
联合旅程旅行社有限公

司：18937797588
地址：南阳市宛城区校场

路金桥商务706室
★怎么激活大河生活卡

畅游版？
1.关注：扫描二维码，关

注“大河生活”微信公众号；
2.激活：点击公众号底部

菜单栏“畅游版—实体卡激
活”，依提示填入正确的姓名、
手机号、身份证号、激活码（在
卡背面）等，点击“立即激活”
即可激活卡片。

新年伊始！共53家景区1月免票或全年免票，邀您来耍！

大河生活卡畅游版 2019更加精彩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如果您是企业，也想为自己的员工或客户提供福利，那么您也可以拨打大河生

活卡畅游版团购、定制服务热线：4008889007

2019 的缘分悄然而
至，2018的味道令人回味
……2018年12月30日12
时，大河生活卡第三期“霸
王餐”活动走进炉小哥烤
肉，14名大河生活卡会员
相约而至，共享2018年年
末烤肉大餐。

现场，大河生活卡会员
在炉小哥高颜值“小鲜肉”
服务员的热情服务下，随心
所欲，大快朵颐。当天，炉
小哥为大河生活卡会员还
准备了新品藤椒鱼火锅、炸
芝麻多春鱼以及店内人气
爆品红糖冰粉、红蟹籽军舰
寿司、田园寿司、果茶等小
吃。“时尚潮流的环境、帅气
阳光的服务员小哥哥、丰富
的全球美食……新鲜方便，
原汁原味，简直就是年轻人
的吃肉圣地。”大河生活卡
会员苏先生表示。

此外，炉小哥还为“霸
王餐”活动精心设计了炒饭
大PK、手把手烤肉、有奖集
赞等互动环节，其中，炒饭
大PK环节中，炉小哥工作
人员现场教授“芝士炒饭”，
大河生活卡会员现学现卖，

纷纷大展身手，展示自己的
作品，最终，会员宝妈的“小
心心”造型和小情侣的“小
兔子”被评选为最佳造型设
计，并获得了炉小哥惊喜奖
品。参与“霸王餐”的会员，
也得到了炉小哥准备的新
年礼物。

据河南百年老妈饮食
管理有限公司品牌部经理
王磊介绍，炉小哥是百年老
妈集团匠心打造的核心战
略品牌，已覆盖于郑州各大
商业地标性位置的商业综
合体。炉小哥没有菜单，精
选全球的肉类和菜品都陈
列在前台，层层叠叠的鲜肉
铺在冰块上，“新鲜”肉眼可
见，正如它的口号——“有
鲜肉超市的烤肉店”。肉品
都是原味无腌制的，80%以
上的肉品来自国外优质产
地：澳洲雪花牛肉，澳洲带
骨雪花小排，西班牙猪五
花，美国果蔬猪梅花心，加
拿大薄切精品肥牛等，“创
立三年时间，炉小哥在全国
已有30家门店，它引领着
烤肉品类的发展，是河南乃
至全国烤肉界的风向标”。

第三期：

大河生活卡“霸王餐”
“鲜肉超市”里吃烤肉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实习生 邵怡涵

自大河生活卡畅
游版2018年 12月 12
日正式销售以来，因官
方指导价36元亲民的
价格和省内外 100多
家优质景区定期（不限
量）门票免费的超值福
利，迅速吸引了河南省
各城市广大市民的争
相抢购。

大河生活卡畅游
版与其他传统旅游卡
比起来，使用轻松便
捷，服务更加人性化。
如景区预约，大河生活
卡畅游版提供即时预
约即时入园的服务，不
受预约人数限制（新卡
激活当天仅开放预约
功能，次日起可享即时
预约；不限量预约是指
不超过景区当日最大
游客承载量的情况下，
会员可免费预约游览
景区）。

相关链接>>>

★1月免票景区

郑州浮戏山雪花洞
洛阳龙潭大峡谷
焦作神农山
新乡八里沟
新乡万仙山
新乡关山国家地质公园
新乡西莲游览区（原九莲山）
新乡回龙游览区（原天界山）
新乡秋沟
新乡齐王寨
新乡轿顶山
洛阳龙峪湾
洛阳天河大峡谷

★2019年全年不限时免
票、优惠景区

中原影视城（郑州）
黄河三峡（济源）
济渎庙（济源）

五岩山（鹤壁）
云台溶洞（焦作）
怪坡园（焦作）
盘龙山（巩义）
灵泉峡（新乡）
聚宏生态园（新乡）
洪谷山（安阳）
平顶山皇姑浴温泉（会员可
享受69元/人，每月6日、16
日、26日免费带一人<不含法
定节假日>）
新乡香木河（会员优惠漂流：
30元/人、滑雪：30元/人、七
彩滑道：30元/人）
商丘古城（商丘）
杏花村（安徽）
鱼龙洞（安徽）
九华天池（安徽）
百丈崖景区（安徽）
秋浦河漂流（安徽）
秋浦渔村（安徽）
华东大裂谷（安徽）

太极湖村（安徽）
胡宗宪尚书府（安徽）
古孔灵浧园（安徽）
富资里许村古镇（安徽）
大别山石窟（安徽）
大别山风情谷（安徽）
安庆市孔城老街（安徽）
九子岩景区（安徽）
焦岗湖影视城（安徽）
九龙瀑（安徽）
凤凰源（安徽）
花戏楼（安徽）
曹操地下运兵道（安徽）
华祖庵（安徽）
南京巷钱庄（安徽）
魏武祠曹操纪念馆（安徽）
曹操祖父曹腾墓（安徽）
张园汉墓（安徽）
道德中宫（安徽）
陈抟庙（安徽）

大河生活卡畅游版进驻新郑
市，迅速引爆市场

2018年 12月 29日，大河生
活卡畅游版推介会在新郑举行，
有来自新郑市近50家自驾游俱乐
部、户外俱乐部以及驴友户外组
织的负责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大
河生活卡新郑代理张小刚介绍，
大河生活卡畅游版一进驻新郑
市，便有不少市民咨询和购买，
凭借其亲民的定价和省内外
100+景区的定期（不限量）免门
票的服务，迅速在当地打开市场。

“在2月5日至19日（正月初
一至正月十五期间），针对大河生
活卡畅游版新郑会员，将在每天
开通云台山直通车活动，回馈广
大游客及自驾游、驴友爱好者。”
张小刚说。

★新郑市民怎么购买大河生
活卡畅游版？

河南筷子国际旅行社新郑分
公司 张小刚18637135369

< 53家景区1月免票或全年免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