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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西峡恐龙园 体验世界大奇观

石窟寺石窟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家国家 33AA 级景区级景区

青龙山慈云寺青龙山慈云寺：：国家国家 33AA 级景区级景区

竹林长寿山竹林长寿山：：国家国家 33AA 级景区级景区

浮戏山雪花洞浮戏山雪花洞：：国家国家33AA级景区级景区 省级风景名胜区省级风景名胜区

河洛巩义 美不胜收

巩义巩义：：喜备旅游大餐喜备旅游大餐 笑迎八方游客笑迎八方游客

杜甫故里杜甫故里：：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为迎接五一小长假，巩义市各景
区推出特色活动和一系列优惠举措，
等您旅游、休闲观光。

■康百万庄园：“五一”期间将举
办“迎驾慈禧”、“康家娶亲”情景剧、全
家齐动手“DIY 石膏涂彩”等活动；“五
一”当天生日的游客 5月 1日可免费游
览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杜甫陵园三
个景区；5 月 1 日至 3 日持有康百万庄
园门票（全票）的游客游玩杜甫故里、
杜甫陵园景区均可享受半价优惠。

■杜甫故里：“五一”期间推出
“名人书画展”、“微信点赞赢门票”等
活动；“五一”当天生日的游客、县及
县级以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劳
动模范、“中国好人”、道德模范先进
个人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人

士 5 月 1 日当天实行免票政策；4 月
15 日至 30 日期间，可参加“微信点赞
赢门票”活动；“五一”期间，凡购买杜
甫故里全价门票的游客，扫描杜甫故
里官方微信二维码，并分享至朋友
圈，可领取精美纪念品一份。

■浮戏山雪花洞：“五一”期间，
荣获市级“五一”、“五四”劳动奖章及
荣誉称号的劳模、青年才俊凭证书和
身份证免费游览景区。

■石窟寺：“五一”当天生日的游
客持有效证件 5 月 1 日可免费参观，
学生、企业团体半价优惠和免费讲
解；5 月 1 日至 3 日属马的游客、获得
市级以上“劳动模范”证书或奖章的
游客凭有效证件可免费参观。

■青龙山慈云寺：五一当天生日
的游客凭证件可在 5 月 1 日免费游览
景区。

■竹林长寿山：“五一”期间，荣
获市级“五一”、“五四”劳动奖章及荣
誉称号的劳模、五一当天生日的游客
凭有效证件免费游览景区。

■杨树沟：“五一”期间特别推出
超值自驾游套票活动：双人套票 50
元、3 人套票 70 元、4 人套票 90 元、5
人套票 110 元。

■汇馨芳香世界：4 月 15 日至 5
月 10 日，凡买原价票进园者，均可获
赠景区门票一张，入园人员持原价门
票可抵 20 元现金券使用。

巩义市文物和旅游局发布 旅游咨询热线：0371—64351361

5月 1日，大型实景剧《慈禧驾临康百万庄园》将在巩
义市康百万庄园景区首演。该剧生动再现1901年慈禧太
后、光绪皇帝驾临康百万的盛况，值得期待！

杨树沟：国家 3A 级景区

汇馨芳香世界汇馨芳香世界：：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

“五一”小长假 美景等您游

春意盎然的许昌,风
和景明，嘉宾云集。

4 月 28 日上午，由
河南省旅游局、河南省
商务厅、河南省文化厅、
河南省邮政管理局、河
南省邮政公司、许昌市
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八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式在许昌举行。来自海内外的
各界嘉宾喜聚许昌，共同领略三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共同
见证许昌发展的铿锵步伐。开幕式上，《三国英豪·曹魏
名将》邮票同时发行。

按照“政府指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简朴务实”的
原则，本届文化旅游周以“曹魏风 三国情 许昌行”为主
题，旨在深入挖掘许昌特色文化，整合许昌文化资源，着
力打造许昌“曹魏故都——智慧之旅”品牌形象，促使许
昌成为三国文化研究的重要阵地和旅游目的地，吸引更
多游客和投资商来许昌观光旅游、投资创业。

近年来，许昌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
一系列决策部署，统筹推进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
生等各项工作，经济社会发展保持了良好的趋势、态势和
气 势 。 2013 年 ，全 市 完 成 生 产 总 值 1903 亿 元 ，增 长
10.6%；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08 亿元，增长 20.1%，主要
指标增速居全省靠前位次。许昌产业发展特色鲜明，谋
划实施了一带十区二十个产业集群，培育形成了三大主
导产业、四大特色产业，有上市企业 7 家，年销售收入超百
亿企业 7家，是河南省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作为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知名的节会品牌，许昌三国文化
旅游周已连续举办七届，是许昌弘扬三国文化、提升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加强经贸合作的平台；更是许昌在中原经济区
建设中力争率先崛起，勇于承担华夏历史文明传承与创新重
任的重大举措。为进一步提升影响力、辐射力、带动力，今年
的三国文化旅游周内涵丰富，主题突出，活动截止到 5月 3
日。活动期间，通过精彩纷呈的活动内容，充分展示许昌三
国文化的丰厚底蕴和独特魅力。

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共包含许昌市产业集聚区重点项
目和魏都区三国文化产业园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三
国文化谈、旅行商踩线活动、许昌旅游推介会、许昌旅游商品
展销暨旅游商品大赛等11个大项25个子项活动，内容丰富，
各具特色。许昌市旅游局局长陈志远在许昌旅游推介会上
向来宾介绍了“曹魏故都——智慧之旅、宜居花城——休闲
之旅、神垕古镇——体验之旅”三大旅游支柱品牌。

历经七届三国文化周的打造，“曹魏故都”这一品牌
已然让许昌成为我国三国文化旅游专线中的一面旗帜。
本届三国文化旅游周，除继续巩固许昌作为三国文化历
史名城的中心城市地位外，也必将对进一步塑造许昌对
外开放良好形象，提升许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许昌
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许昌第八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式
◆许昌市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和魏都区三国文化

产业园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许昌塔文化博物馆开馆仪式
◆三国文化谈
◆旅行商踩线活动

◆许昌旅游推介会
◆许昌旅游商品展销暨旅游商品大赛
◆接待国际友好城市代表团访问
◆三国文化推广活动
◆校园文化活动
◆三国文化艺术系列展示活动

十一项主题活动一览

4月 28日上午，第八届三国文化旅游周开幕。省、市相关领导出席开幕式

康百万庄园康百万庄园：：国家国家 44AA级景区级景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开幕式上，《三国英豪 曹魏名将》
邮票同时发行

在许昌市产业集聚区重点项目和魏都区三国文化产
业园推介会暨合作项目签约仪式上，与会嘉宾就重点项
目进行签约

许都大剧院观演大厅设立讲坛，邀请著名学者、河
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对三国文化进行探讨交流

国内首家以研究、展示塔文化为主题的
博物馆——许昌塔文化博物馆落成迎客

在许昌旅游推介会上，旅游局工作人
员向来宾推介许昌旅游三大支柱品牌

独具浓郁地方特色的文艺演出，吸引了与会嘉宾的目光

曹操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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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恐龙遗迹园是一大型恐龙主题
公园，是南阳伏年山世界地质公园的核
心景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和河南省
服务标准化示范景区。

经过十年的投资建设，西峡恐龙遗迹
园已成为中原地区最大的恐龙主题公
园。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隧道，感受
远古生命奇迹和领略地球沧海桑田变
化；这里有充满神奇、富有知识性的、世

界唯一的恐龙蛋遗址；这里有您了解恐
龙生活习性的恐龙蛋化石；这里有您身
临其境感受恐龙生活的中原首座动感 4D
影院；有震撼世界的恐龙骨骼化石，有风
景如画的恐龙生态场景复原；有中原地
区唯一的火山体验项目，这里是您休闲
娱乐的理想地方！

漫步西峡恐龙遗迹园，原始的恐龙
蛋化石、可爱的恐龙雕塑、动感刺激的 4D
影院，超级震撼的恐龙骨骼化石和火山
体验项目，不禁让人感叹！这里的恐龙
蛋遗址曾被联合国教科文专家称赞为世
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被誉为继“秦
始 皇 陵 兵 马 俑 ”之 后 的 世 界 第 九 大 奇
迹。这些由大自然缔造，用化石书写的
最精美的文字记录了远古生命的演变，
地质环境变化的过程；而富含恐龙元素
的娱乐设施将带我们回归现代，享受另
一种娱乐的美妙。

这里是科普科教的益智园、时尚刺激
的乐园、休闲养生的家园，这就是神秘而
真实、现代而多彩的恐龙王国。随着国家
5A级景区申报的进展步伐，景区的面貌焕
然一新，美丽的恐龙园欢迎您的光临。

地址：南阳市西峡县丹水镇
电话：0377—69778999 1893776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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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沪陕高速—西峡丹水站—西峡恐龙
遗迹园；

郑州—京港澳高速—许平南高速—
沪陕高速—西峡丹水站—西峡恐龙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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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在为清明节三天假期玩的不够
尽兴而感到沮丧吗？没关系，“五一”小
长假就要到了，何不找个山清水秀，鸟语
花香的地方美美地享受一番。

西峡龙潭沟旅游度假区就是个不错
的选择。

从去年开始，龙潭沟景区整合了附
近的五道 ，龙河漂流和五道 宾馆，
形成了目前集旅游、休闲、度假为一体的
龙潭沟旅游度假区。

在龙潭沟，你可以细细品味龙潭沟
景区的秀美山水，可以品尝山里特有的
橡子凉粉，可以品茗龙潭水烹制的百草
凉茶，可以到猕猴乐园观赏可爱的猴子
表演；可以坐双龙滑道，体验儿时童趣，

可以过空中溜索，让步青云，脚踏蓝天，
心动刺激；可以坐水上滑漂，体验与水亲
密接触的无限乐趣。

在五道 ，你可以欣赏到景区峡谷奇
特、断岩峥蝾、悬崖陡峭、鬼斧神工的自

然美景；可以在大沙滩极限乐园玩一玩一
摇三晃桥，体验一下绝壁攀岩和空中溜
索。重新打造过的五道 景区，一定会
让你叫好声不断，欢笑声不断。

在龙河漂流，大家都是勇敢的大力水
手，手握船桨，一路前行，直到胜利的终
点。全新打造的龙河自助漂流，一定会让
你和家人满怀期望而来，满载开心而归。

在温馨的五道 宾馆，37 寸液晶电
视可收看卫视节目，无线宽带遍及整个酒
店，24 小时大锅炉热水充分供应，让您既
不失现代生活的惬意，又能亲近自然，远
离城市的喧嚣。

还在等什么呢，选择西峡龙潭沟旅游
度假区，美美地享受“五一”小长假！

选择西峡龙潭沟 乐享“五一”小长假

石童

石童

石童

石童 石童

“5A”嵩县：5月 1日至 10月 31日，“5A”
嵩县境内所有 A级景区再次面向全国分时
段、分区域免票。免门票范围包含 5A 景区
白云山、4A景区天池山和木札岭以及 3A景
区卧龙谷。免费限于景区门票，不包含其他
经营性项目，游客凭居民身份证即可免票游
览。免票时间为 5 月 1 日—5 月 7 日，陕西
省、邯郸市；5月8日—5月14日，澳门特别行
政区、三门峡市。 （张相正）

汤阴：“五一”小长假，岳飞庙和羑里
城景区推出精彩活动以待嘉宾。岳飞庙景
区以“感悟岳飞精神，体会宋代民俗”为主
题，推出“武士迎宾”、“岳家拳”、“少林武

术”、民间绝技“吹糖画”、“现场剪纸”等特
色节目。羑里城景区推出大型迎宾表演

“文王出禁”、女子威风鼓韵、“文王演易”
乐舞等精彩节目。 （金玉清）

新郑：五一期间，新郑黄帝故里、具茨
山、博物馆、欧阳修陵园、郑风苑等景区免
费迎游客的同时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
在新郑，游客可以亲身感受庄严神圣的拜
祖仪式，又可以融入山花烂漫的具茨山，
还可以参观有“欧坟烟雨”之美誉的欧阳
修陵园。 （高沛）

开封市东京极地海洋馆：5 月 1 日，来
自北极的两只白鲸将在开封市东京极地

海洋馆与游人亲密接触！这两只白鲸将
于 4 月 29 日零时许从莫斯科出发，并于 4
月 30 日晚入住开封。据悉，在此之前，河
南范围内还没有白鲸入住。白鲸非常亲
近人类，会与人进行互动，游人向它打招
呼它也能够进行回应。 （吕桓宇）

淅川坐禅谷景区：五一期间，坐禅谷
景区推出“争做环保卫士，尽享无染世界”
的环保旅游活动。其间，游客均可凭门票
在兑奖处领取一个垃圾袋，在游览的同时
捡取景区内的垃圾，并领取奖励。获得

“环保卫士卡”的游客，还可全年免费游览
该景区。 （朱天玉 冷新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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