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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御景湾温泉度假村

济源各旅游景区

西峡县独阜岭欢乐谷

洛阳老君山

焦作青天河

6 月 6 日，鲁山县下汤镇御景
湾度假村广场内彩旗飞扬，鞭炮
齐鸣，随着揭牌仪式的推进，大批
游客涌进景区体验，人气爆棚。

据了解，御景湾温泉村以旅
游休闲度假服务为主题，集星级

酒店、大型水上乐园、温泉 SPA、
游乐场、沙滩摩托、沙滩足球、真
人 CS、马术等众多的游乐项目为
一体，构建多元化住宿体系、特色
化餐饮体系、旅游商贸体系和文
化娱乐体系。御景湾温泉度假村

距鲁山县县城西 22 公里,是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尧山、中原大
佛、画眉谷、龙潭峡、十八垛等众
多园区的东大门，水质最佳，清澈
柔滑，群山环绕恰似一座天然氧
吧。 (杨牧野)

国家 5A 级旅游区青天河针
对全国中、高考学生特别推出了

“ 毕 业 季 零 门 票 畅 游 青 天 河 活
动”。凡是今年参加中高考的学
生凭准考证或准考证复印件均可
免费游览青天河景区。活动时间
为 6月 10日至 7月 10日。

为了给中高考学生提供一个

放松心情的理想场所，青天河景
区 精 心 打 造 了 4 条 精 品 旅 游 线
路。分别是豪华游船游：青天河
景区拥有中原地区最大的豪华游
船群，徜徉在碧水蓝天之上，尽享
大自然的美妙清纯；清肺吸氧游：
这里的负氧离子含量平均达到了
每立方厘米 9500 个，特别是青天

河大泉湖滨水栈道的开通，可让
游客漫步栈道，吸纳鲜氧；祈福减
压游：青天河景区佛文化源远流
长，是祈福游的理想场所；亲水消
夏游：青天河景区亲水景点星罗
棋布，天河瀑布、水帘洞、戏水广
场等，构成了青天河的戏水天堂，
让您的夏日精彩无限。 （王砾）

六月是一个自由的季节，毕
业后的旅行是一生中最难忘、最
重要的经历。毕业了，去洛阳老
君山轻松一下吧。6 月 9 日-6 月
30 日，2014 年毕业初中生、高中
生凭中、高考准考证到老君山景

区门票全免。
另外，6 月 14 日-15 日父亲节

期间凡添加关注老君山风景区官
方微信 (老君山风景区)，并成功
转发老君山景区官方信息的，自
驾车到老君山景区游览，每车可

立即领取门票两张。
老君山主要景观有老子文化

苑、金顶建筑群、十里画屏等。游
客可游景区东线寨沟，畅游竹林
深处；或者游览西线追梦谷，亲山
近水，和奇树拥抱。 （周向毅）

6 月 7 日，济源又迎来了数百
人的山西旅游大团。

据悉，“山西万人游济源活动”
于 5 月 24 日正式拉开序幕，来自
山西运城的千人首发团队，乘坐
大型旅游巴士浩浩荡荡抵达济
源，并在两日内参观了黄河三峡、

五龙口、济渎庙三个景区，成为济
源 2014 年迎来的首个特大旅游
团队。

山西万人游济源活动，是由
济源市旅游局策划主导，济源市
各景区、旅行社与山西旅行社联
盟联动开发市场的成功范例，是

实现政府引导方向，企业自主经
营的典范。据悉，在 6 月底前将
陆续有来自山西太原、临汾、运
城、大同等城市的千人特大团队
抵达济源，2014 年新一轮济源旅
游热潮正式来临。

（杨坤）

6月13日，世界杯足球赛将大幕
开启。中牟国家农业公园邀约球迷
们相聚领头雁音乐广场，开启世界杯
啤酒烧烤狂欢的盛会。

据悉，世界杯期间的每个周末
夜晚，国家农业公园都将带来啤
酒烧烤狂欢盛会。开幕式及文艺

演出、啤酒速饮比赛、个人才艺展
示等轮番登场，让你玩到嗨。在
狂欢活动中的 6 月 13 日、14 日、15
日、21 日、22 日、28 日、29 日及 7 月
5 日、6 日、9 日、10 日、12 日，游客
到达景区后，可以参观游览各大
场馆，还可在苍润润园品尝并采

摘有机果蔬，可在橡树红酒文苑
品尝进口红酒、参观庄园地下酒
窖，或是泡个温泉，远离“水泥森
林”释放工作压力。最让人心动
的是世界杯开幕式当晚，比基尼
水上 party 将带领大家吃烧烤、喝
啤酒，一起狂欢。 （张莉娜）

日前，西峡县独阜岭欢乐谷景
区建成投入试运营，长度为2888米
的高山漂流滑道备受游客关注。

独阜岭欢乐谷景区位于西峡县
军马河乡独阜岭大峡谷，一期工程

建成高山漂流、高山飞车、水上乐
园、水上舞台、高空自行车等游乐
项目。其中景区的核心项目、高山
漂流滑道全长2888米，在原废弃公
路上依山势而建，是目前亚洲最长

的高山漂流滑道。漂流途中468米
为春夏秋冬时空隧道，滑行其中,游
客可感受四季瞬间变化，体验四季
更迭，漂流过程还可欣赏高山美
景。 （朱天玉 封德）

中牟国家农业公园

省内：灵山秀水等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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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徐州、连云港旅游局联
合在郑州召开旅游推介会，“热卖”
两市夏季旅游好风光。

据悉，徐州是全国重要的交通
枢纽，尤其是徐兰客运专线预计将
于明年开通，届时郑州到徐州将非
常便利。该市历史文化悠久，文化
底蕴厚重，以汉墓、汉画像石、汉兵

马俑为代表的“汉代三绝”名扬海
内外。连云港市是新亚欧大陆桥
东桥头堡城市，拥有花果山、连岛
旅游度假区、大伊山景区、孔望山
景区等一批知名景区，集沙滩、森
林、奇峰、渔家风情为一体，堪称市
民夏季出游好去处。

据徐州、连云港市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多年来，郑州一直是徐
州、连云港市重要的客源地市场，随
着交通条件不断改善，每年三地游
客都在逐渐增多。为进一步拓展中
原旅游市场，今后，徐州、连云港、郑
州三市旅游部门将进一步加强跨区
域旅游合作，联手加强推介宣传，互
送更多旅游专列。 （张莉娜）

6 月 6 日，禹州市旅游局
组织全市旅游企业负责人召
开了“安全生产月”活动动员
会，并围绕“强化红线意识、促
进安全发展”主题，开展“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年”活动，促进
全市旅游安全生产形势持续
稳定健康发展。

据悉，每年的 6 月 16 日为
国 家“ 安 全 生 产 宣 传 咨 询
日”。针对安全生产月，禹州
市旅游局将重点开展以下活
动：一是组织开展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讲话精

神和省、市文件专题宣贯活
动；二是开展安全生产事故警
示教育周活动，组织机关干部
职工和旅游企业管理人员观
看安全生产主题宣传片和警
示教育片，开展警示教育活
动；三是组织旅游企业完善应
急预案，开展应急预案演练活
动；四是开展旅游安全专项整
治活动。会上，旅游局发放

《2014 年禹州市“旅游安全生
产月”活动方案》，并对上半年
旅游市场秩序和安全大检查
情况进行通报。 (李广旭)

七 月 份 ，国 家 5A 级 景
区、中国最大的宋文化主题
公园——清明上河园持续提
升、强化科技对旅游的引领，
继大型英雄秀《岳飞枪挑小
梁王》之后，将再次与专业策
划团队合作，推出汴河宏篇
巨作《大宋·东京保卫战》，旨

在通过科技、影视等多种手
段的综合运用，为游客打造
一台中国旅游景区白天最好
看的水上大片，以此来强化
景 区 演 出 对 游 客 的 核 心 吸
引，以达到对大家游园的强
烈震撼及心灵洗涤。

（司璐）

6 月 4 日，2014 韩国江原道旅
游推介会暨“海途号”韩国江原道
包机“醉美之旅”说明会在郑州举
行。河南省各大旅行社及十几家
媒体参与了本次推介会。

韩国江原道拥有山、海、溪、
湖、温泉等绚丽多彩的旅游资源，
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四季的美丽在
江原道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显
得更加浪漫迷人。因此它也成为
了《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沙
漏》等多部韩剧的拍摄地。江原道

的雪岳山是韩国最美的国立公园，
奇山怪石、瀑布溪谷是攀高远眺与
赏枫的绝佳胜地。韩国的特色美
食石锅拌饭、参鸡汤、韩国料理、韩
国烤肉在这里也一样不少，够您品
尝。

“海途号”韩国江原道包机“醉
美之旅”是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今
年暑期的主打产品，“海途号”将于
7 月 3 日首航，每 6 天一班，将为国
内旅客打造炎炎夏日里最好的韩
国游。 (杨牧野）

我省豫南地区也将有实
景演出了。近日，驻马店市旅
游局围绕“传奇之都”这个品
牌，拉开了“传奇之都”金顶山
景区实景演出项目序幕，开展
系列推广活动。

驻马店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盘古开天、梁祝化蝶、干将
莫邪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吴承恩避祸隐居嵖岈山，成就
了举世闻名的《西游记》。为
此，驻马店相继获得了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命名的“中国盘
古圣地”、“中国嫘祖故里”、

“中国重阳文化之乡”、“中国
梁祝文化之乡”、“中国女娲文
化之乡”等多项成果。驻马店
于今年3月24日，荣获“第20届
金旅奖·中国传奇之都”称号，荣
登2014大中华区旅游文化榜。

今年，驻马店市将陆续启
动系列工程，固化“中国传奇

之都”这一品牌。一是启动了
传奇动漫系统工程，计划用两
年左右的时间，打造 6 部 3D
动漫电影作品，即盘古文化、
嫘祖文化、重阳文化、梁祝文
化、女娲文化、西游文化。二
是积极筹备国际传奇文化旅
游节。三是组织策划传奇文
化大型水上实景演出项目。
实景演出将以驻马店丰富的
传奇文化故事为题材，融入本
土原创音乐，凸显地域文化特
色，声光电高科技手段领先，
视觉、听觉、触觉效果卓越的
旅游文化盛宴——豫南首台
大型水上实景演出。目前，实
景演出选址已基本完成，演出
项目的轮廓已经基本清晰，对
实景演出主题、表现形式、节
目内容等正在征集创意、意见
和建议。 （朱天玉）

5 月 30 日，原群教授济源
旅游发展报告会在济源举行，
针对济源旅游的现状，为济源
旅游把脉问诊，提出具有指导
性、前瞻性、独特性、可操作性
的真知灼见，济源市各集聚
区、镇办、市直各单位、济源市
旅游集团、各景区近 200 名干
部群众聆听了讲座。

会上，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旅游经济学教授原群发表了

《济源旅游发展战略突破路
径》的主题演讲，围绕国家战

略、济源策略、济源领略、济源
方略四个方面展开。他认为

“济源的旅游资源是很丰富
的，这里有优美的自然风光，
深厚的历史文化，淳朴的民族
风情，需要在旅游产品开发、
文化创意发展与王屋山、五龙
口景区的 5A 级创建等方面深
耕细作。”他用自己在旅游业
多年的经验，结合济源的旅游
发展现状，对济源的旅游发展
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

（李娟）

在电影《不见不散》里，葛优开
着房车睡在了美国的公园里，这让
不少人对葛优“带轮子的家”心生
兴趣。如今，电影中的场景在郑州
即将实现。6 月 7 日上午,利海生态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与河南五洲行
特种车辆有限公司举行了共同促
进开发房车露营地事业的战略合
作协议签约仪式。双方相约，在美
丽的中牟国家农业公园里设立自
驾休闲基地，为游客开展房车露营
地等旅游服务。

在雁鸣湖边数星星，吃烧烤，
听起来确实令人向往。曾经的中
牟雁鸣湖以大闸蟹闻名，但道路泥
泞、沼泽满地等问题也屡遭诟病。
如今的雁鸣湖早已变成了拥有国
家农业公园等多项美景的生态之
地，是集休闲观光、采摘体验、旅游
度假、健康养生于一体的都市型现
代农业休闲乐园。刚刚开业已成
为不少开封、郑州人周末休闲的好
去处。

在利海生态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副总裁朱洪江的规划中，年内
就要在园区内建成规模 120 亩的
五星级房车露营地。朱洪江说，
自驾游、房车露营地等休闲度假
产品，不仅符合市场需求，也是河
南省旅游局重点引导的方向。旅
游行业都在面临着由门票经济向
休 闲 观 光 为 一 体 的 盈 利 模 式 转
变，在国外已经非常普遍的露营
地模式，在国内还方兴未艾。虽
然国内也有不少零星的自驾车营
地，但设施普遍较为落后，缺少和

景区的融合发展。中牟国家公园
内的这个房车露营地，将做成样
板工程，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以
此为引导向全省以及全国迅速铺
开。

为露营地提供车辆的河南五洲
行特种车辆有限公司，是省内较早
开展房车设计生产的厂商。其董
事长李健同时身兼河南省自驾旅
游协会会长一职。李会长介绍，如
今的房车市场高低端都有，且越来
越平民化。一二十万元的房车就

可以实现洗澡、做饭、睡觉等多项
基本功能，而且还可以挂在普通的
轿车后面行走。拥有一辆房车也
早已列入不少中产家庭的消费计
划，但买了房车以后在哪里停放，
不用的时候资源是否浪费等问题
也让不少家庭心生顾虑，困扰着这
个行业的发展。中牟的这个新型
合作模式，将顺利突破这一瓶颈，
市民购买房车后可以自用，也可以
放在景区里交公司代为租售，可谓
一举多得。

清明上河园 7月再推力作

驻马店将有水上实景演出

旅游专家为济源献计

房车露营地建在公园里，不见不散！
本报记者 刘春香

高考后，到好玩的地方撒欢去

今后，中原游客领略呼伦贝尔
草原风光、畅游呼伦湖将更加方
便。6 月 5 日，记者从满洲里在郑
州举行的旅游推介洽谈会上获
悉，从 7 月 1 日起，郑州直飞满洲
里的新航线开通。借助这一新航
线，郑州和满洲里两地将共同打
造“郑州-满洲里-俄罗斯（蒙古
国）”的跨境旅游线路，实现资源
共享、客源护送、合作共赢。

满洲里是国内最大的陆路口
岸城市，素有“欧亚大陆桥头堡”、

“东亚之窗”美誉。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每年吸引国内外大批游客
到这里观光旅游。这里有辽阔无
际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巍峨耸立的
国门、世界最大的套娃主题广场
等，是郑州人喜爱的旅游佳点。满
洲里还是内地游客赴俄蒙旅游和
俄蒙游客赴内地休闲度假的重要

中转站。目前，这里已经形成城市
观光游、草原风情游、界河生态游
等八大特色旅游产品，通过满洲里
赴俄罗斯和蒙古旅游极具吸引力。

据悉，即将开通的郑州直飞满
洲里航线属于季节性旅游航线，
于每年的 7、8、9 三个旅游旺季月
开通。航线每周三班，在每周二、
四、六的 8：20 从郑州起飞，返程航
线 18：50抵郑。 （张莉娜）

禹州狠抓旅游安全管理

省外：八方诚邀中原客境外：开启韩国“醉美之旅”

徐州连云港联袂推介好风光

郑州下月开通直飞满洲里航线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落下，学子们终于可以卸下包袱了。在这样的时光里，旅行，必不可少。快和同窗好
友结伴同行，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领略不同的风土人情，让压力彻底释放。

▶

焦作青天河滨水栈道

洛阳老君山金顶奇观

江原道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