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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AⅡ·03

1月23日，第二届河南
省旅游文化研究会换届选
举大会在郑州举行，来自省
内旅游、文化界的企事业单
位会员代表和热爱旅游文
化事业个人会员及专家学
者300余人参会，河南省民
政厅和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派员参会并全程予以监
督指导。

河南省旅游文化研究
会是在文旅产业蓬勃发展
的趋势下，于2013年成立
的省级非营利性社团组织，
旨在通过对文化旅游融合
发展深入研究，探索出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体系，为河南
省旅游文化、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服务。会议按照议程
圆满结束，选举河南成益集
团董事长李清芳为本届会
长，选举上届秘书长冯雪兰
为本届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

新当选会长李清芳在
致辞中说，文化和旅游是
关联度极高的两个产业体
系，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二者共生共融的态势
愈发明显。“作为支持河南
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省级
民间社团组织，我们一定
要发挥自身优势，充分利
用全省资源，顺势而为，
按照‘深入研究、共建共
享、内引外联、实招实
策’的发展思路，认真做
好全年及本届任期内的工
作。”李清芳透露，河南省
旅游文化研究会将在发展
壮大会员队伍、加强党建
引领、举办高峰论坛、成
立研究院和考察调研服务
会员上办实事，见实效，
为河南省旅游文化研究会
的发展壮大和河南文旅产
业的融合发展做出应有的
积极贡献。

为迎接2019年新年，郑
州绿博园景区将在正月初
一至十六举办迎新春百合
花展。本次花展以百合花
为主打花卉，配以红掌、凤
梨、杜鹃等多个种类的绿
植，为广大市民朋友献上独
具 绿 博 园 特 色 的 新 春 花
海。景区工作人员通过温
控技术，严格把控百合花的
盛花期，确保游客能在春节
长假期间欣赏到绚烂无比
的百合花海。

展区主打传统中国元素
以烘托节日气氛，火红立体

的“春”字、憨态可掬的金猪
造型、红灯笼和中国结，整体
色调采用传统的中国红，来
提升景致效果。届时，索邦、
木门、甜梦、娱乐圈、维维安
娜、罗宾那、丰收、热情等六
万株、近30个品种的百合花
娇艳盛放，将与这布景交相
辉映。

为了营造“处处有景、
处处景不同”的氛围，布展
人员在4000平米智能温室
内设置了多个赏花路线，每
条 线 路 都 创 新 了 布 景 方
式。由枯木构成整个框架

的主体，由水漆染成红、黄、
绿、蓝等不同色彩的松果，
摆出2019造型，线条优美；
白墙灰瓦、古典拱门、假山
翠竹，营造出一座闲适幽静
的江南园林；一对造型抽象
的天鹅摆出“心”形图案，大
小不一的鹅卵石组成水面，
再搭配两组莲蓬，构成一幅
温馨的水景画面；由木块组
成形态优美的大树，松果为
花瓣，展现了百花争艳的热
闹场面；童话般的荷兰风车
造型，营造出一个如梦似幻
的童话世界。

1月24日上午，2018年
嵩县旅游工作总结会议在嵩
县盛世白云大酒店举行。嵩
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张
润泳、嵩县组织部部长柴洪
涛、嵩县旅游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赵灵伟、嵩县旅游局
局长段喜波等出席。

会上，嵩县旅游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赵灵伟表示，
2018 年嵩县以打响“5A 嵩
县”品牌为重点，以旅游景区
打造为核心，以推进精品民
宿建设为手段，以解决保A
创A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为切
入点，以打造豫西山水生态

城市为目标，出色完成县委、
县政府下达的各项目标任
务。2018年，嵩县共接待游
客1047.2万人次，实现综合
收益46亿元，嵩县被评为省
旅游扶贫示范县，嵩县“旅
游+扶贫”工作模式得到了
省局扶贫考核组的高度肯
定。

与此同时，田湖镇两程
故里、黄庄乡手绘小镇、车村
镇六龙山景区、旧县镇兰花
山旅游景区、伊河漂流景区
成功创建3A景区。现场为
田湖镇、黄庄乡、车村镇、兰
花山景区、伊河漂流景区颁

发20万元的奖励。
据悉，此次召开会议的

嵩县盛世白云大酒店由洛阳
河洛文化置业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 元 兴 建 ，建 筑 面 积
40000㎡，是集餐饮、宴会、会
议、客房、娱乐休闲健身为一
体的综合豪华型商务酒店。
酒店地理位置优越，拥有不
同装修风格的豪华客房255
间，国鸿中餐厅拥有大中小
型豪华包房22个，不同规格
的会议厅6个，多功能宴会厅
2个，可接待1500人的各种
大型会议、婚宴、寿宴、喜宴
以及商务宴。

省旅游文化研究会换届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2018年，嵩县旅游实现综合收益46亿元

嵩县共接待游客1047.2万人次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孙晓阳 郭晓阳

绿博园：花海美景等你来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刘瑞

1.闻少林钟声，拈香祈福
迎新春 时间：2019 年 2月 4
日（农历腊月三十除夕夜）。
地点：少林景区少林寺院内。

2.明心慧德承传统，祈
福拜孔迎新年 时间：2019
年 2 月 5 日（农 历 正 月 初
一）地点：嵩阳景区嵩阳书
院内 农历大年初一，在嵩阳
书院先圣殿前举行拜孔祈福
仪式，正衣冠、读拜文、诵经

典。
3.赏中岳道家礼乐、祈福

纳财迎新年
时间：2019 年 2 月 5 日

（农历正月初一）地点：中岳
景区中岳庙内。

1.分享好图片、新春赠好
礼 时间：2019年2月5日—2
月 10日（农历正月初一至初
六）地点：少林景区游客服务
中心广场 新春期间，让游
客发送自己在少林寺标志性
景点（白色牌坊、少林寺门口、
塔林）游览的照片9张，通过微
信朋友圈、微博表达对亲人、
朋友、自己在新年里的美好祝

福。每天通过后台选出 100
名游客，赠送景区礼品一份
（即福气金猪小玩偶一个）。

2. 小和尚合影送福活
动 时间：2019 年 2月 5日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一至
初六） 地点：少林景区游客
服务中心广场 四个身形各
异的吉祥卡通小和尚（福、吉、
康、旺），在游客服务中心广场
做出各种功夫动作等卡萌造
型，与游客合影留念。游客现
场扫描小和尚二维码关注嵩
山景区公众号，并拍摄短视频
发送朋友圈，即可获赠小礼物
（每天100份）。

3.元宵狂欢猜灯谜，亲朋
好友赠好礼 时间：2019年 2

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 地
点：少林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广
场 元宵节期间，在游客服务
中心广场设置灯谜场所，让游
客参与猜灯谜活动，猜出谜底
者赠送景区礼品一份（共计
100份）。

2019年春节农历正月初
二至初六期间，嵩山景区将在
下辖的少林景区与中岳景区，
为广大游客献上精彩的新春
民俗视觉盛宴，届时南狮梅花
桩、舞龙、金颖大鼓、猩猩怪、
旱船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有
动漫变形金刚现代化互动展
现等演出节目，将精彩亮相世
界文化遗产天地之中嵩山景
区。

新春祈福游嵩山 民俗联欢过大年

1月26日，郑州方特梦
幻王国“新春灯会”主题活
动拉开帷幕，点亮万盏花
灯，并结合主题游乐推出新
奇的赏灯体验。

1月26日至2月28日
期间（1月30日，2月3日、
4日除外），方特梦幻王国

“新春灯会”夜场持续开放，
游客可坐在“丛林飞龙”和

“太空飞梭”等高科技游乐
设备上俯瞰盏盏花灯，感受
新奇又刺激的全新赏灯体
验。新春灯会期间，近百场
演出将轮番登场，有刚劲有
力让人叫绝的“少儿武术”，
有寓意吉祥的“龙腾狮舞”，
如果在园区偶遇熊大、熊
二、光头强，游客还有机会
获得新年红包。

方特“新春灯会”共由
27组花灯组成，还未入园，

游客即可看到“贺新春”和
“猪年大吉”巨型灯组，花灯
上站立着不同形态的金猪，
憨态可掬、萌趣十足。踏入
方特梦幻王国的大门，一组
组绚丽的花灯迎面而来
——这里有肚儿滚圆、令人
捧腹的“喜庆灯笼猪”，有梦
幻童趣的“甜蜜糖果”长廊，
有萌态十足、吉祥喜庆的

“猪猪廊道”，还有和园内项
目结合，既有新意又有故事
的“白娘子传奇”“哪吒闹
海”“蝶之恋”……一灯一
景，趣味十足。

新春灯会期间，游客在
方特梦幻王国还可以在香
气满溢的新年美食街，品尝
来自全国各地的特色小
吃。五十多家摊位，近百种
美食，游客可尽享舌尖盛
宴！

郑州方特新春灯会开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为迎接新年的
到来，河南嵩山景区
周密组织、精心策
划，推出以“祈福游
嵩山，民俗大联欢”
为主题的多个节庆
民俗活动及祈福游
线路，与海内外游客
共度新春佳节。

“嵩山祈福迎新年”
祈福活动

“民俗大联欢”节庆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