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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旅游小姐 T台走秀、豪车
特技激情表演……5月 24日，位于
河南鲁山的国家 3A级景区——尧
山大峡谷漂流景区热闹非凡。该
景区 288 万元重奖 2013 年度最佳
合作旅行社仪式的顺利举行，由
此掀开鲁山县夏季漂流文化节的
序幕。

据了解，尧山大峡谷漂流景

区建于 2007 年，距郑尧高速出口
仅有 7 公里。该漂流全程 9 公里，
落差大、河谷险，顺河下漂十分刺
激，受到省内外众多旅行商的青
睐。2013 年，该景区共接待游客
31 万人次，发展成为鲁山县“拜大
佛、游尧山、浴温泉”旅游精品格
局中的重要补充线路。

（陈立首）

5 月 19 日,《新乡市旅游奖励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正式出台并全面付诸实施。此举将进一步激发旅游市
场活力，全面促进新乡旅游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办法》共设立三大类 13 个奖励项目，今后在宣传推介、
组织大型旅游团队入新和品牌提升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旅游
企事业单位都将得到政府资金奖励。其中，对从外地市引进
旅游专列、包机、大巴、自驾游团队的旅行社，一次性给予 1万
元至 5万元的奖励。对新被列入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相
关名录、新评为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国家四星级以上旅游饭
店以及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的经营单位等将给予数额不等的
资金奖励。同时自主在市外地级市以上媒体投放新乡旅游宣
传广告、参加国家级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区域性旅游展会的
旅游景区也将得到相应比例的政府资金奖励。 (赵莉娟）

“安阳，安阳，我爱你！”5 月 21 日上
午，在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随着《江南
Style》的动感节拍，200 多名韩国游客翩
翩起舞，为安阳市旅游局举办的“韩国万
人游安阳——我在甲骨文故乡讲汉语”
活动加油祝福。来自八方的中外宾客，
无不陶醉在壮美太行的迷人风景中。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青铜古韵》时
装表演，展示了“甲骨文故乡”厚重的殷
商、周易文化。少林功夫倾倒了在场的
观众。欢快的氛围，让韩国游客同演员
登台签名留念，并欢快地跳起了骑马
舞。在此次仪式上，恰逢今年来安旅游
的第三万名韩国游客产生，金光宇幸运
地得到了安阳旅游送出的奖品。与他随

行的李万吉、徐银玉等 6 位韩国朋友获
得了幸运游客奖。

据悉，安阳市本着“打造国际旅游
城”的战略目标，打造韩国人出国游的首
选目的地。韩国是安阳市海外客源市场

试水地，通过近年多次赴韩旅游宣传促
销，安阳旅游在韩国市场的份额及影响
力持续升温。太行大峡谷景区作为南太
行山水旅游产品的代表，以其得天独厚
的山水风光成为韩国游客到中国旅游的
主要目的地之一。

去年，来安阳旅游的韩国游客突破 6
万人。2014 年，太行大峡谷已经接待了 3
万名韩国游客，今年预计突破 10 万人。
为了更好地服务游客，景区项目建设持
续提升。6 月份，太行大峡谷全长 4.5 公
里的峡谷漂流即将激情开漂。下一步，
景区将要开发高山滑草、滑雪、攀岩、蹦
极等新产品，培育旅游新业态，让更多中
外宾客感受壮美太行的魅力。

“远方的客人快下马，请您尝
块哈密瓜……”优美的歌声伴着瓜
香飘散在新疆和中原大地，哈密人
民向中原游客寄出了请柬。

5 月 26 日，新疆哈密旅游河南
推介会首站在郑州举行。河南省
旅游局局长寇武江，河南援疆前方
指挥部总指挥、哈密地委副书记刘
金山，哈密地区副专员艾塞提·扎
克尔等领导及部分旅行社代表出
席了推介会。

自我省对口援疆工作开展以

来，河南旅游业一马当先，旅游援疆
工作讲政治、顾大局、行动快、力度
大，得到了国家旅游局及受援地党
委和政府的充分肯定。河南在各地
开展大型旅游宣传活动，10 家旅行
社组建“旅游援疆旅行社联盟”，协
调开通郑州—乌鲁木齐旅游专列，
所承办的河南万人游新疆（哈密）系
列活动及“援疆号”旅游专列专厢先
后被评为“2012 哈密十大新闻”和

“2012新疆旅游十件大事”。
寇武江在推介会上表示，神秘、

甜蜜、美丽的新疆哈密，有著名的
巴里坤大草原，有鬼斧神工的魔鬼
城，有赛马大会、姑娘追等少数民
族风情，一直是河南游客心中的理
想旅游目的地。河南旅游业将一
如既往支持旅游援疆工作的开展，
积极推动两地各族群众密切往来，
为巩固和谐民族关系，确保边疆长
治久安做出积极贡献。

刘金山则开诚布公地解答了
大家的疑问。他说，可能大家目前
去哈密旅游，最担心的是安全问

题。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哈
密目前形势稳定，人民祥和。哈密
瓜就要熟了，请大家放心安全地去
哈密观光旅游。

“从‘援疆号’专列、专厢、自驾，
到今天我们推出‘援疆号’丝路哈密
旅游专机，我们旅游联盟共向新疆
及哈密地区发送专列 13 列，其中直
达哈密 4 趟，火车专厢 200 多个，自
驾车 100 多辆，直接或带动赴哈密
及新疆超过 10 万名游客。”河南“援
疆号”旅游联盟秘书长、郑州海外国

际旅行社总经理王晓东告诉记者。
推介会上，哈密地区副 专 员

艾塞提·扎克尔和河南省旅游局
副局长何琳签订了“旅游合作框
架协议”。哈密地区旅游局局长
赵海燕、南航河南公司部长张向
阳 分 别 与 郑 州 海 外 国 际 旅 行 社
总 经 理 王 晓 东 签 订 了 旅 游 联 盟
合作协议、援疆号旅游专机合作
协议。接下来，哈密旅游推介会
将分别在郑汴洛、南阳、信阳、驻
马店、周口、漯河、许昌举行。

5 月 18 日，由汝州市旅游局等单位主办的 2014
汝州市“文明旅游 低碳生活”，“老家河南-体验河之
南”公益宣传、签名、骑游活动在汝州市文化宫广场
拉开序幕。 （杨牧野）

哈密瓜果香 诚邀中原客
——新疆哈密旅游河南推介会拉开序幕

本报记者 阙爱民 刘春香

韩国万人游安阳 宾朋八方醉太行
2014年“韩国万人游安阳——我在甲骨文故乡讲汉语”启动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杜智鑫

5 月 25 日，作为第二十届三门峡国际
黄河文化旅游节的重要活动之一，全国
双胞胎漂流大赛在三门峡豫西大峡谷风
景区举行。

作为活动的发起者和发源地，豫西
大峡谷风景区已成功举办八届全国双胞
胎漂流大赛，形成了国内举办次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双胞胎赛事。此次盛会还首
次迎来了来自宝岛台湾的双胞胎朋友。
大赛以“两岸情·同胞梦”为主题，吸引了
两岸 1200 多对双胞胎报名参赛。经过
一个月的紧张初赛，最终来自台湾、福

建、天津、河北、河南等地的百余名双胞
胎进入决赛环节，决赛项目共分为双胞

胎漂流大赛、才艺大赛和趣味背人跑黄
金赛，比赛过程紧张刺激、精彩纷呈。

漂流大赛结束后，来自台湾的张杰
睿、张琦胜双胞胎兄弟说，在 6 公里的漂
流赛道中遇到了许多激流和险滩，很刺
激，很好玩。

最后，百余名双胞胎自发穿上漂流
装备，创意性地用身体组成了“心连心”
和“漂流船”图案，并举起“海峡两岸心连
心”和“同舟共济”标语，以此倡导“华夏
同祖、两岸同心”，寓意两岸人民同心同
德、同舟共济。 （刘春香）

百名双胞胎“心连心” 豫西漂流赛玩刺激

5 月 17 日，韩国首尔人像写真
研究会一行 18 人在会长金光镐
的带领下，走进云台山，进行实地
摄影采风。

研究会一行先后参观了百家
岩综合服务楼、红石峡、茱萸峰和
万善寺，云台山的奇山秀水、悠久
的历史文化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

象，先进科学的管理模式和细致入
微的服务让他们赞不绝口。首尔
人像写真研究会是一个存在 33年
并拥有众多专业摄影师的协会，金
光镐是第三次到云台山，他说，每
次来云台山都有新变化，每次都看
不够。今后还要介绍更多的朋友
到云台山来。 （朱天玉 秦娇燕）

进入夏季，一年一度的夏令营大战蓄势待发。红领巾品
牌夏令营抢先推出夏令营专线，力求抢占河南暑期旅游市场
的先机。

5月 23日，红领巾品牌夏令营机构发布 2014暑期产品，河
南夏令营销售设计专家、旅游业界人士齐聚一堂，全面了解

“我到北京上大学”、“我到上海看世界”等十几条红领巾品牌
夏令营的主打线路。据悉，红领巾品牌夏令营是河南江山旅
行社有限公司旗下的注册品牌，拥有 15年的国内游产品整合
及运作经验，重点推出了面向学生的、满足多元化市场需求的
夏令营产品和旅游线路。新产品包括“红领巾相约中国梦”国
内外游学营、“小鬼当家”少年素质拓展营、“大手拉小手”亲子
营、课外实践活动体验营等，极具个性化的夏令营产品得到了
参会专家、旅行社代表的认同。 （张莉娜）

今年的端午节恰好与六一儿
童节相遇，三天小长假正是父母
陪伴孩子们快乐出游的好时机。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康百万庄园
景区将推出点雄黄、刺五毒、兰汤
浴、吃凉茶、缠彩缕、佩香囊等民
间习俗与大家共度端午，入园游
客凭门票即可参加抽奖等相关活
动。其间，持康百万庄园门票到

杜甫故里、杜甫陵园参观游览可
享受门票五折的优惠。另外，杜
甫故里景区中小学生凭学生证门
票 20 元/人，大学生团体可在门
票半价的基础上再享受七折优
惠，农历五月初五出生的游客可
免费游览杜甫故里景区，同行家
人五折优惠。

（宋丹）

5 月 22 日，从“2014 年荥阳市
首届河阴石榴花文化旅游节”活
动及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中国·
荥阳首届河阴石榴花文化旅游
节”将于 6 月 1 日在河阴石榴风景
区启幕。

据介绍，“河阴石榴”距今已
有 2100 多年栽培历史，河阴石榴
风景区种植石榴树 300 余万株。

每到 6 月，榴花似火，艳丽如锦，
吸引周边市民前来欣赏这一夏日
胜景。本届河阴石榴花文化旅游
节将持续到 10 月 1 日，整个活动
贯穿石榴花含苞待放、迎风绽放、
硕果满园等不同生长期。其间，主
办方还将举办六一亲子游、摄影比
赛、书画名家现场创作、高考状元、
石榴树认养等系列活动。 (行宣）

“端午节赛龙舟、赢索道吃粽
子”青天河赛龙舟活动将于 5 月
31 日 在 景 区 水 上 乐 园 火 力 开
启。 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 ，为营
造丰富多彩、祥和难忘的节日气

氛，青天河景区将在端午节小长
假期间隆重推出“赛龙舟”活动，
让游客们充分领略“太行灵秀地、
博 爱 青 天 河 ”的 迷 人 风 采 。

(王晓君）

汝州：文明骑行 低碳生活

为时近两年的开发建设，投资 3000余
万元，建设规模超大、风景超美、交通非常
便利的漂流“中原竹筏第一漂”——重渡
沟竹筏漂流日前激情开漂，这不仅为河南
暑期旅游市场增添了无限的活力，而且也
填补了中原地区没有竹筏漂流的空白。

重渡沟竹筏漂流位于栾川县境内，洛
栾高速重渡沟下站口处，紧临国家 4A 级

景区重渡沟。交通便利，设施完善，是中
原地区唯一拥有竹筏漂流的景区，同时
还拥有传统的橡皮艇漂流，游客可自由
选择，河道经专家精心设计，完美地保留
了其原始风貌，让人在漂流之时就有与
原生态世界浑然一体之感，漂流全程 6 公
里，漂流河道相对落差百余米，漂流时长
约 3 个小时，河道两岸青山合围、峡谷藏

幽、鸟语花香、风光旖旎。乘船而下，一
路搏激浪、闯险滩的同时还可欣赏奇峰
耸立、碧水奔流、山水交融的峡谷风光，
是您回归自然，释放心情，休闲度假的理
想选择。

据了解，重渡沟竹筏漂流将于 6 月 1
日举行盛大的开业迎宾庆典，开业当天
还将实行特价优惠酬宾活动。

5 月 28 日，著名诗人余光中将从宝岛台湾飞赴
开封，“开封府尹包大人将带领王朝、马汉”到机场迎
接。据了解，此次年逾 86 岁高龄的余光中首次抵达
中原是专程参加 5 月 29 日上午在清明上河园举行的
端午诗会，并参加“2014 中国（开封）宋韵端午文化节
开幕式”。

余光中将在开封停留 3 日，5 月 28 日晚将观看
2014 版《大宋·东京梦华》，感受千年之前大宋文明的
深厚魅力。其间，余光中先生还将对清明上河园及
开封其他景区进行考察，并亲临黄河，醉蘸黄河水，
狂书华夏情。

余光中是一位爱国爱家的著名学者，现为海峡
两岸多所大学教授。此次开封之行，涌动着先生朴
实而真挚的爱国情怀和中原文化情怀。 （吕桓宇）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端午节三天
小长假）喜逢端午节和儿童节，5A 景
区老君山举行 2014“端午文化节”大
型主题活动，体验舌尖上的老君山、感
受圣境中的儿童节，届时可跟着《香香
美食》体验当地特色美食，百名儿童身
着汉服诵读道德经典，《快乐旅游》带
您领略老君山的奇山秀水。还等什
么？带着宝宝一起 High 起来！

惊爆价 99 元/人，仅招募 100 个家
庭（自驾游）。

包含：老君山门票、宾馆住宿、活
动特色美食（栾川八大碗）和一早餐。

活动时间：5月 31日至 6月 1日

5 月 24 日，西峡龙河漂流的主河道中，温情上演
了爸爸版“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月 31 日—6 月 15 日，龙河漂流温情推出“家有
萌娃，漂流半价”活动，在景区指定区域前，对着老爸
和老妈的手机各拍一张最萌的照片，然后发送到微
信圈集赞，爸爸即可享受漂流半价门票政策。（韩立）

5 月 24 日 ，广 东 暨 南 大 学
EMBA 国内移动课堂在洛阳老君
山授课，并将洛阳老君山设为暨
南大学 EMBA 移动课堂创新实践
基地。

暨南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由国
家创办的华侨学府，是中国第一
所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大学，是目
前全国境外生最多的大学。这次

EMBA 移动课堂的命题是“旅游
新业态下的老君山盈利模式探
讨”。学员们从旅游业态发展的
新趋势开始入手分析，分别从资
源分析、市场研究、定位分析、功
能布局、景观概念策划等方面，对
老君山全方位拓展景区产业链的
盈利模式进行旅游策划。

（周向毅）

龙河漂流：上演“时间都去哪儿了”

韩国首尔人像写真研究会到云台山摄影采风

鲁山漂流文化节拉开帷幕

青天河赛龙舟活动5月31日火力开启

荥阳河阴石榴花文化旅游节“六一”开幕

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盛“惠”来袭

红领巾品牌夏令营专线抢先推出

暨南大学EMBA国内移动课堂在老君山授课

观《大宋·东京梦华》邂逅诗人余光中 新乡市政府出台旅游奖励政策

中原唯一，景色超美，既有竹筏漂流，也有橡皮艇漂流——

重渡沟竹筏漂流六一激情开漂重渡沟竹筏漂流六一激情开漂跟着香香过端跟着香香过端午午 穿上汉服庆六一穿上汉服庆六一

报名热线：0371-88886102 0371-86062106
活动地点：洛阳-栾川-老君山 www.laojunshan.cn
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转洛栾高速-直达老君山

让我们一起体验最有特色的端午节！

漂流热线：0379-66616888 重渡沟景区官方网址：www.chongdugou.net
自驾线路：郑州—郑少洛高速—伊川北前方三公里转洛栾高速—重渡沟站下即到，全程230公里仅需2.5小时

体验舌尖上的老君山体验舌尖上的老君山 感受圣境中的儿童节感受圣境中的儿童节
河南电视台《香香美食》走进老君山——

韩国游客兴高采烈地跳起了骑马舞韩国游客兴高采烈地跳起了骑马舞

百余名双胞胎用身体组成了百余名双胞胎用身体组成了
““心连心心连心””和和““漂流船漂流船””的图案的图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