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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大早，在方特水
上乐园门口就吸引了大批郑州
银行商鼎瑞卡用户集合签到。

“我们早上 8点就从郑州出发
了，每个用户可以领取2张水上
乐园门票和2个西瓜，有公益助
农、有玩水，孩子从昨晚激动到
现在。”来自郑州的聂女士说。

为了给用户提供最新鲜的
西瓜，马砦村创业扶贫基地的工
作人员早早就把西瓜送到活动
地点，恰逢天气晴朗，报名用户
早早就到达集合地点，签到、领

西瓜、入园游玩，在这个炎炎夏
日，大家不仅畅玩惊险刺激水上
项目，还能品尝新鲜多汁的西
瓜，同时体验到了清凉一夏的快
乐。

公益助农，郑州银行商鼎瑞
卡收获更多“铁杆粉丝”

进入暑期，郑州银行商鼎瑞
卡也加大了活动频次，为的就是
能够为广大用户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让广大持卡用户获得更
加优秀的消费体验。

据了解，2019年1月，郑州
银行商鼎瑞卡上线以来，就为用
户送上十分丰富的优质活动，例

如“9.9元抵200元烧烤之夜”、
“新乡八里沟免费旅游直通车”
等优质用户体验活动，获得广大
用户一致好评。通过不同形式
的活动，郑州银行商鼎瑞卡也收
获了一批“铁杆粉丝”。

“自从办理了郑州银行商鼎
瑞卡，就经常参加主办方组织的
免费旅游直通车、霸王餐等活
动，在不同的季节收获了不同的
惊喜，这次公益助农活动创意十
足，让我们全家享受到了夏日的
清爽与快乐，今后会经常关注，
多多参与！”郑州市民杨女士说。

权益多、福利优，郑州银行
商鼎瑞卡“更懂你”

据了解，郑州银行商鼎瑞卡
是郑州银行联合大河报共同推
出的一款联名信用卡，相比其他
同类产品具有额度高、权益多等
特点，持有商鼎瑞卡的用户可以
享受“一人持卡、三人乐享”功
能，省内外优质免票景区数量达
到100余家，更有500余家餐饮
门店入驻（全年不限次消费打
折）。

自2019年起，郑州银行商
鼎瑞卡已经举办了50余场免费
旅游直通车活动、20余场霸王
餐，获得诸多持卡用户的认可，
有不少用户表示，郑州银行商鼎
瑞卡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福利
与权益，品质与服务极佳，给我
们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乐趣。

能够重新投入大自
然的怀抱，呼吸阔别已久
的新鲜空气，欣赏久违了
的祖国大好山河，显得弥
足珍贵！目前，跨省游现
已开放，让我们“深呼吸·
健康游”，大河旅游直通
车带您高铁游山西（门票
免费），尝忆古今情怀；前
往四川，赏九寨沟、游熊
猫乐园、品四川特色小
吃；寻梦甘肃、青海等，享
受纯情的旅行。

线路一：五台山、普
化寺、悬空寺、云冈石窟、
乔家大院、平遥古城明清
古街、晋祠、晋祠公园高
铁 5 日游，8 月 10 日、18

日发团，1480元；
线路二：九寨沟、熊

猫乐园、都江堰、锦里、峨
眉山（登金顶）、乐山大
佛、成都老街、新映秀单
高单卧纯玩 8 日游，8 月
17 日、31 日连续开行，
2480元；

线路三：兰州、西宁、
门源、祁连、张掖、嘉峪
关、敦煌、德令哈、茶卡盐
湖、青海湖、塔尔寺大环
线纯玩10日游，3980元，
每周四发团。

详情请咨询：
0371—87539280，
18837176260。

大河旅游直通车携手河南
玉屏旅游为广大游客赠送三重
大礼。首先，活动期间，河南市
民 55 岁以上前往玉屏旅游门
店，携身份证或护照可办理免费
一日游，赠送门票和交通服务
费，送完即止。再有，其间，报名
任一火车线即送 10 斤大米一
袋。最后，组织四人以上同时
报名自组五日以上旅游，每人加
送定制茶杯一个。此外，还有多
款特色线路，邀您来玩！

特色线路：
1.山西全景六日游699元；
2.承德避暑北戴河五日游

599元起；
3.陕西全景六日游799元起；
4.晋、陕八日游1690元起；
5. 浙 西 横 店 深 度 七 日 游

1590元起；

6.江西全景双卧九日游1590
元起；

7. 浙 东 全 景 双 卧 八 日 游
1690元起；

8. 湖 南 全 景 双 卧 八 日 游
1690元起;

9.北戴河、承德、坝上草原
双卧八日游1699元起;

10.福建全景纯玩双卧八日
游1690元起;

11.甘南陇南双卧十日游
2680元起;

12.云南全景双卧十二日游
2390元;

13.贵州全景双卧十一日游
2390元;

14.四川全景双卧十日游
2290元起;

15.丝绸之路甘肃青海全线
双卧十二日游2880元起;

16.西北甘青宁陕蒙五省环
游双卧十一日游2399元起;

17.东北四省环游含漠河双
卧十五日游2980元;

18.甘青宁三省深度环游十
三日游3180元起;

19.山东泰山深度火车七日
游1499元起;

20.桂林龙脊双卧七日纯玩
1890元;

21.泸沽湖、腾冲、大理深度
环游大西南双卧十一日 3190 元
起;

22.云境迷踪三江并流双卧
十三日4780元;

23.另有庐山、黄山、鸡公
山、日照、北戴河、日照等避暑
度假线路等。

详 询 ：0371-55310206、
55310207、55310208。

记者从洛阳重渡沟
景区了解到，7月25日，
重渡沟景区第12届音乐
啤酒节系列活动“夏日炎
炎，有你超甜”吃西瓜大
赛精彩启幕，活动现场，2
万斤西瓜免费吃，让众多
游客过了一把西瓜瘾。

据悉，今年重渡沟吃
西瓜比赛在往年的基础
上，参加人数又增加了
300余人，让参赛者以及
观众切实感受“有你超
甜”的吃瓜精彩场面；情
侣组吃瓜比赛更是令人
啼笑皆非，考验情侣之间
默契的同时，新增的萌娃
组更是引得现场气氛到
达高潮。活动后，重渡沟
景区副总经理杨建兵为
获奖者颁发现金大奖，同
时与瓜农代表签订了包
销协议，助力瓜农。

活动现场，洛阳三名
游客现场付给洛宁瓜农
3000元西瓜钱，更为晚
会生动传播了正能量，

“关爱瓜农”活动引得现
场游客啧啧称赞。据了
解，活动前，重渡沟风景
区在连续多年举办吃西
瓜，并组织工作人员深入
栾川、嵩县、洛宁、宜阳等
瓜田采购优质西瓜，开展
了寻找“最美瓜农”、“助
力瓜农”活动，为四年前
帮助瓜农们精准脱贫再
一次做出了贡献。

此外，8月1日，重渡
沟风景区第12届音乐啤
酒节第四期主题活动“爱
我中华，军歌嘹亮”——
重渡沟“庆八一建军93
周年”大型晚会也将如约
而至，热忱期待广大游客
到访。

“助力瓜农·清凉一夏”，商鼎瑞卡收获更多“铁杆粉丝”

郑州银行商鼎瑞卡带您“清凉度夏”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赵阳 文图

助力瓜农，清凉一夏！在这个夏天，有西瓜和戏水的陪
伴，才真正体验到了“夏爽清凉”的快乐！7月25日，郑州银
行商鼎瑞卡“助力瓜农·清凉一夏”公益活动在郑州方特水上
乐园燃情开幕，近100组持卡用户到场参与活动。

“每位郑州银行商鼎瑞卡用户可免费获赠2张方特水上
乐园门票，以及马砦村创业扶贫基地的西瓜2个”。活动消息
一经发布，便吸引广大持卡用户踊跃报名，数据显示，此次活
动共吸引2000名用户报名，报名用户有来自郑州、开封、洛
阳、漯河、驻马店，覆盖全省多个地市。

关爱瓜农，助力精准脱贫

重渡沟吃瓜大赛
秒杀2万斤西瓜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立学

出门撒欢儿！55岁以上河南游客送一日游！

跨省游开放！来一场
阔别已久的旅行!
高铁游山西全景，门票免费；青海、甘
肃西北环线；四川全景深度游。

扫描识别二维码
免费申领郑州银行商鼎瑞卡

大河旅游直通车

“助力瓜农·清凉一夏”公
益活动燃情开幕

大河旅游直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