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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开发与修
缮，日前，淅川县丹江八仙洞
景区焕然一新，以靓丽的姿态
迎接各地游客。

据了解，去年以来，该景区
投资 4000 多万元，建成了大型
停车场、多功能宾馆、沿江走廊
等基础设施，洞内开发面积达
到了 8000 平方米。整个景区

分为聚仙山东部游览区、八仙
洞中部游览区、沿江西部游览
区三大游览区域。景区景观突
出溶洞地质文化景观、八仙文
化景观、山水自然文化景观和
科普知识文化景观四大主题，
使淅川县形成了“一山一水一
洞天”的特色旅游格局。

（冷新星）

近日，唐代洛阳展暨巩义
石窟拓片精粹展开展仪式在
洛阳博物馆举行。

这次展览由河南省文物局
主办，洛阳博物馆和巩义博物
馆承办，共展出唐代各类珍贵
文物 120 余件套，涵盖金银器、
陶瓷器、唐三彩、隋唐墓葬壁
画、石刻造像等众多品类。巩
义石窟拓片精粹展共展出巩
义石窟寺北魏时期及少量北

齐时期佛教题材造像的大型
拓片 43 件（组），其中包括被誉
为“中国第一北魏飞天”拓片
及北魏皇帝皇后礼佛图拓片
等珍贵文物。

巩义石窟内容丰富且设计
更为具有整体性和艺术性，尤
其是飞天造像、帝后礼佛图都
保存较为完整，为研究北魏佛
教史、艺术史和石刻造像史提
供了珍贵资料。 (张景龙)

即日起，老君山景区发出
“看世界杯大型交友狂欢节”
的招募令。6 月 28 日，邀请您
一同到老君山，体验世界杯的
狂热。届时，将有 1000 多位球
迷参与，交友狂欢夜，让您一
样 地 看 球 ，体 验 不 一 样 的 精
彩。

据悉，主办方特意为大家
准备了交友狂欢派对，这里除

了免费啤酒和各色美食，疯狂
的篝火晚会，还有足球竟猜活
动。您还可以在活动中遇到
心仪的“他”（她），和“他”（她）
一起参加各种好玩的游戏，并
在派对中一展您的才艺。如
果您是有车一族，也可以带上
家人，到老君山享受 21 摄氏度
的清凉。

（周向毅）

6 月 10 日-16 日，我省赴台开展以 2014“中
原情·一家亲”为主题的文化经贸交流主题活
动。其间，禹州市神垕国际陶艺公社举办了

《中国陶艺的历史与前景》国际学术研讨会，来
自海内外陶艺家与学者近 30 人汇聚台北，共襄
豫台陶艺协同融合发展，推动大中华陶瓷艺术
大繁荣。

神垕国际陶艺公社是本次研讨会重要支持
单位，位于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占地面积 60
万平方米，总投资 3 亿元，包括钧艺创作中心、
陶艺大酒店、世界陶艺博物馆、陶瓷信息中心、
禹州钧官窑址博物馆和神垕古镇 5A 景区接待
中心等。近年来，神垕国际陶艺公社逐渐成为
一个集陶瓷艺术研究开发、陶瓷艺术理论交流
推广、生态陶瓷旅游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艺术
工程，举办系列的陶艺展、陶艺研讨和陶艺创
作等营销活动，致力于打造中国陶瓷文化研究
高地、中国陶瓷艺术创作胜地。 （朱清）

借助黄河第十四次调水
调沙，2014 黄河小浪底观瀑活
动将于 6 月 29 日至 7 月 5 日举
行。届时，游客将观赏到“世
界最壮观泥沙瀑布”。一年一
度的观瀑活动将进一步打造
小浪底黄金旅游品牌。

本次活动开幕式于 6 月 30
日在济源市举行。此外，洛阳、
济源两地将围绕观瀑活动，将
举办山西万人游济源、观瀑直
通车、黄河奇石展、流鱼美食活
动、“水墨历程——武民安国画
作品展”等活动。 （李娟）

6 月 20 日，来自北京的首批百人团队
到达愚公故里，或徜徉在王屋山的密林深
处，或在五龙口与太行猕猴亲密嬉戏。至
此，济源暑期旅游大幕正在缓慢开启，一
场场旅游盛宴等您品尝。

多元产品 给您清凉夏日

黄河小浪底调水调沙活动即将开始。
届时，观“世界上最壮观的泥沙瀑布”，感
受夏日清凉、品尝流鱼美食，成为济源旅
游奉献给游客的夏日一道“特色大餐”。

进入暑期，亲水项目无疑是游客最佳
的选择。6 月份开门迎客的王屋山林山漂
流、黄楝树原始森林漂流成了游客的乐
园。黄河三峡岩洞漂流、小沟背水上滑
道、五龙口山地水滑等亲水项目，和原有
的坐游船、览峡谷、戏猕猴项目相得益彰。

7 月上旬至 8 月上旬，五龙口景区推出
了以“萌宠总动员、亲子嘉年华”为主题的
亲子欢乐游，千只萌宠（模型)等你拍、小丑
巡游互动、精彩亲子剧等系列活动炫亮登
场，近千只动物模型展萌翻现场。

多重政策 让您实惠出游

又到了放飞心情的季节了，黄河三峡
景区推出“学子放松月”活动，毕业季的学
子持准考证可免景区门票，为暑期旅游季
预热。7 月初，结合“亲子嘉年华”活动的
开展，五龙口景区携手同程网推出“一元
游景区”政策；同时，在黄河小浪底观瀑活
动期间，推出观瀑“半价游景区”活动，持
小浪底景区门票到王屋山、五龙口景区可
享受五折优惠，让游客出游更实惠。

多措并举 让市场更有活力

在刚刚结束的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
盟年会上，济源市荣膺“中原旅游市场推
广突出贡献奖”，再一次肯定了济源旅游
在中原经济区旅游城市群中的无限魅力。

7 月初，黄河三峡景区桃花岛缆车正式
运营，为游客提供步游健身、亲近黄河的
游线。五龙口景区全面启动“三园两道一
中心”建设，为景区增加新看点。

景区、旅行社、宾馆酒店等旅游企业服
务提升也为暑期增色不少。同时，济源市
与河南中旅集团合作，在郑州市场开设济
源旅游集散中心，开通周末旅游直通车；
济源大河旅行社与山西旅行社联盟发起

“山西万人游济源活动”，让济源暑期旅游
精彩不断。 （卫艳萍）

6 月 20 日，记者来到函谷关景区。意外的
是，景区接待游客的都是管理团队。由三门峡
市旅游局来函谷关镇挂职锻炼的副镇长田园告
诉记者，这些天，镇政府派出工作组带着景区工
作人员一直忙着在周边城市做推介，市场营销
等一线人员都去搞推介了。

今年以来，灵宝市围绕三门峡市“四大一
高”战略布局，大力发展大旅游，函谷关镇根据
全市整体部署，以文化旅游双核驱动的新型城
镇化为引领，加快新镇区建设和函谷关文化产
业园开发步伐，努力实现由农业乡镇向旅游乡
镇转变，由文化资源大镇向文化产业强镇转
变。镇里在市区函谷小区开设了总投资 2000
余万元的灵宝市特色旅游产品专卖店，还配套
建设了特色农家乐，建立函谷关镇软籽石榴销
售网点，把该镇的特色石榴、大枣等农产品推销
出去，满足游客各方面的需求，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制作大幅广告宣传版
面，促进大旅游发展，强力打造“老子文化第一
名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中国优秀旅游城
镇”、“豫陕晋黄河金三角地区明星城镇”。

（刘春香）

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盟年会在晋城举行，2014年联盟轮值主席城市移师安阳

中原一家亲 共促大旅游
本报记者 张莉娜

体验女儿会的浪漫，倾听
龙船调的旋律，欣赏大峡谷的
壮 美 ，感 受 腾 龙 洞 的 震
撼……6 月 20 日，“中国旅游新
发现·恩施洗肺之旅”旅游推
介会在郑州举办。热情的恩
施向郑州人民展示了一个神
秘、美丽、原生态的旅游目的
地形象。

恩施是巴文化的发祥地和
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
区，这里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
空气质量被广大网友誉为中国

最适合“洗肺”的七大城市之
一。恩施除了恩施大峡谷、土
司城、梭布垭石林等优秀景区
之外，被称为“东方情人节”的
恩施土家“女儿会”，也是游客
喜欢的节庆活动之一。

郑州、恩施旅游界同仁都
表示，两地同属中原地区，地缘
相近，人缘相亲，旅游合作前景
广阔。希望两地旅游界加强合
作、互送客源、共谋发展。今
年，河南已经开启了两趟施恩

“洗肺之旅”专列。 （张莉娜）

6 月 17 日，从国家旅游局传来
喜讯，在确定的第二批“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单位”名单中，西峡县名列
其中。这是我省该批次唯一入选的
县级单位，而获此殊荣的县级单位
本批次全国仅有 13家。

西峡地处八百里伏牛山腹地，
森林覆盖率高达 76.8％，被誉为“绿
色王国”、“天然氧吧”，拥有“世界第
九大奇迹”恐龙蛋化石群、“长江黄
河分水岭”老界岭，旅游资源丰富，
山水风光秀美，是国家南水北调中
线工程重要水源涵养区，也是我省
旅游发展重点县。

近年来，该县紧紧依托丰富的
旅游资源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

提出了建设“经济强县，生态大县，
旅游名县”的战略目标和“生态经济
化、经济生态化”的发展理念，着力
打响“水墨龙乡、生态西峡”旅游品
牌，突出“生态休闲游”和“恐龙文化
游”两大主题，以创建“全国旅游标
准化示范县”为载体，推出了山、水、
龙、园大环线和休闲健身游、地质景
观游、科普观光游、冬季健身游、文
化观光游、工业观光游、农业观光
游、田园风情游８条特色线路，着力
提升旅游产品品质、旅游服务质量，
加快行业现代化步伐，实现旅游可
持续发展。

为进一步推动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延伸和扩展旅游品牌，规范

和促进旅游快速发展，该县把奋
力创建旅游标准化示范县作为有
效载体，依据《全国旅游标准化规
划》，结合西峡实际，按照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企业标准的要求，
建立了适应西峡旅游业发展的旅
游标准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聘请专家制定了《西峡县旅游标
准化发展规划》，出台了《西峡县
旅游标准化工作管理办法》，建立
健全了四大业务领域标准，形成
了涵盖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
农家宾馆、社会餐馆、社会住宿、
交通、娱乐、购物等相关行业和领
域的旅游业标准体系。目前，全
县各旅游企业共编纂各类管理服

务标准 3200 余项。
两年来，西峡县通过旅游标准

化建设，标准化体系逐步健全，旅游
“六要素”和旅游企业标准化程度、
服务水平得到进一步完善，“水墨龙
乡、生态西峡”的形象品牌得到进一
步提升，呈现出旅游收入明显增加、
游客满意度逐步提高、旅游投诉明
显减少的良好发展态势。2013 年，
全县各景区接待游客 487.6万人次，
门票收入 1.95 亿元，旅游综合收入
18.3 亿元，旅游接待人次年均增长
20%以上。

为给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旅游
投诉等各种便捷的信息服务，西峡
县开通旅游服务热线，安排专人 24

小时值班，热线号码在各旅游企业
公示，进入旅游旺季，还面向社会
征集旅游青年志愿者，在主要路口
设立 30 多个旅游咨询服务台，为
游客提供咨询、引导服务，这一做
法开创了南阳市旅游行业管理的
先河。

高标准的旅游标准化示范县创
建极大地促进了该县生态文明建设
和经济社会良性互动发展。2013
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 181 亿元，地
方财政一般预计收入完成 8.47 亿
元，综合经济实力位居南阳市第一，
并连续 16 年保持南阳市目标考评
第一名，成为全省县域经济发展十
快县、先进县。

经历一场“喜雨”的洗礼,“大中
原”满目青翠、生机勃勃。

6 月 19 日，中原经济区城市旅
游联盟 2013—2014 年会召开。来
自河南、山西、河北等中原经济区
城市旅游联盟的 8 省 29 个城市的
旅游局局长及相关单位负责人齐
聚山西晋城，共谋大中原旅游合作
发展宏图。本届年会上，安阳市全
票当选 2014年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
联盟轮值主席城市。同时，随着山西
长治、河北石家庄、安徽蚌埠申请加
入，该联盟城市由31个增至34个。

据悉，中原经济区城市旅游联
盟成立于 2011 年 10 月。在河南省
旅游局等相关部门指导下，由中原
经济区区域内各城市旅游局共同
发起。根据联盟章程，联盟秘书处
常设郑州市旅游局。郑州市、晋城
市分别担任 2012、2013 年度轮值主
席城市。

中原城市一家亲
合力抱团谋发展

有一种文化叫做中原。
“在旅游大融合的时代，‘中原

一家亲、抱团谋发展’战略势在必
行。”联盟秘书长、郑州市旅游局局
长张杰锋一语中的。

据 2013 年联盟轮值主席、晋城
市旅游文物局局长董小清介绍，晋城
市积极倡导“中原一家亲”的合作理
念，推动各成员单位在建立无障碍旅
游体系，互拓客源市场、加强区域合
作，共同打造中原经济区旅游目的地
与中外游客之间的“绿色直通车”等
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同时，联盟各
城市间本着“平等协商、资源共享、区
域联动、互利共赢”的合作理念，整合
文化要素，使沿黄九省（区）旅游联
盟、三省十三市旅游联盟、郑汴洛焦
晋旅游联盟、南太行旅游联盟等区域
联合体应运而生。

联盟各城市间的交流互动日益
密切。借助 5·19 中国旅游日，郑州
联合晋城、开封等城市，开展了“旅
游进社区”惠民活动；“赏洛阳牡丹、
游晋城风光、品山西美食”旅游产品
在南京热销；“重走丝绸之路、对话
中华文明”活动进一步延伸；运城市
借助华山的影响力，主动与渭南捆
绑营销；云台山国际旅游节、安阳航
空运动旅游节、王屋山国际登山节
等多种形式的节庆活动，更是激活
了中原旅游大市场。与此同时，联
盟单位联合开拓外围旅游市场，把
联盟旅游产品推广并嫁接到京津
冀、长三角、环渤海、沿京广铁路经
济带、大京九旅游合作带等更广阔
的市场中，实现了联盟与国内乃至
国际旅游市场的有效互动。

另外，河南省旅游局建立了“盟
盟游”网络营销平台，促进旅游联
盟工作的开展。

安阳接过联盟旗
34城共促大旅游

在本次年会上，安阳市旅游局局
长史景山接过了联盟轮值主席城市的
大旗，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古都安
阳。“安阳市将为提升中原经济区旅游
影响力、实现‘大中原’旅游发展大计
而努力。政府搭台，企业唱戏。联盟
要吸收更多旅游企业参与，务实高效
地推进合作发展。”史景山坚定地说。

据悉，本届年会除增加了新的城
市会员单位之外，河南南湖国旅、晋城
市皇城相府等6家非城市会员单位的
加盟，成为本次会议的一大亮点。

谈到联盟的下一步工作，史景
山说，城市间要以节庆为载体推动
区域旅游合作，以区域惠民政策推
动区域间游客互游。同时，中原经
济区的太行山水深受韩国游客追
捧，中原文化游和三国主题游在东
亚都有很好反响，城市群之间要打

造特色线路，共同拓展国际市场。
惟一荣获本次联盟“中原旅游

市场推广突出贡献奖”的济源市旅
游局局长曹磊也表示，景区、旅行
社、宾馆饭店的加盟使联盟城市间
的合作更接地气。接下来，济源将
以与漆谷缔结友好城市为契机，在
韩国举办推介会，并借助旅游企
业，带动中原城市群旅游互动。

不远处，一个大时代即将到来。
河南省旅游局副局长何琳说：

“在当前旅游市场快速发展的形势
下，旅游联盟要围绕旅游线路产品
的组合、创新做文章，在深挖旅游文
化内涵、增强旅游特色上下工夫。
同时，要求真务实、主动融入、完善
机制，为联盟的发展打好基础。”

我们期待着，中原经济区旅游
城市联盟的 34 个城市再次携手，共
同书写“大中原、大黄河、大联盟、
大合作”的新篇章。

西峡跨入全国旅游标标准化示范县行列
朱天玉

济源暑期游 精彩看不完

面 对 目 前 自 驾 游 全 面 升
级、散客市场持续升温的状态，
旅行社该如何重新构建景区与
游客之间的沟通平台？

近日，经过近半年精心谋
划，引导河南旅游变革的美途旅
游运营机构，联手河南各个本土
化旅游运营公司共同推出美途
旅 行 网 （http://www.mtlxw.
com）。美途旅行网并不是一个
传统的旅游网站，而是一个专业
的工具型交易平台。也就是说，
通过美途旅行网将传统的旅游
行业进行了精细化的拆分。传
统旅游要素由门票、车、住房、餐

饮、导游等几大环节构成，而美
途旅行网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传
统的打包类旅游产品进行拆分，
将突破以往的打包类旅游产品
而衍生出多个细分的专业行业，
如专业的票务公司提供最优惠
的景区门票、车票等票务，专业
的订房公司提供性价比最高的
住房等。美途网保证将联手具
备实力的供应商提供最优惠的
门票供应资源，真正实现景区团
队、散客电子票业务，查询、订
购、验证、结算一键搞定，最大限
度提高旅行社团队、散客操作效
率。 （刘磊）

6 月 12 日上午，开封市地
方税务局局长、党组书记王苏
惠一行深入开封清明上河园
股份有限公司，亲自把“纳税
信用 A 级企业”的荣誉奖牌颁
给了公司总经理周旭东。税
局工作人员身临一线，主动服
务企业，这是对清明上河园景
区 16 年来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的充分肯定。

自 1998 年开业运营以来，
清明上河园始终秉承“ 质量
立园、诚信立园、品牌立园”的
理念，以“再现千年历史画卷，
建设国家精品景区”为方针，

在追求卓越，持续提升的过程
中，始终依法履行自己对社会
的责任担当，积极做好自己对
国家的应尽贡献。

在景区经营业绩不断被刷
新的同时，对国家的纳税金额
也从开业元年的几十万元激
增到现在的 2000 多万元，累计
上缴的税收达亿元，较好地展
现了清明上河园作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较强的社会责任
和良好的发展空间。本次载
誉，是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
限公司连续三年获此殊荣。

（吕桓宇）

“纳税信用A级企业” 落户清明上河园

美途旅行网 应对散客时代

恩施大氧吧 请您去“洗肺”

小浪底观瀑活动即将开始

丹江八仙洞 盛装迎嘉宾

清爽老君山 邀您看世界杯

巩义石窟拓片展 亮相洛阳博物馆

禹州市：
神垕国际陶艺公社惊艳台湾

函谷关镇：
着力打造“老子文化名镇”

今 年 的 各 景 区 5A 创 建
工作已进入评审倒计时，驻
马店以创 5A 为抓手，扎实推
进旅游工作，打造“登山·赏
花·泡温泉”复合型高端旅游
精品。

驻马店市副市长李国胜
主持召开嵖岈山景区创建国
家 5A 级 旅 游 景 区 推 进 会 。
李国胜表示，景区创 5A 工作
以来，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取
得了明显成效，但对照 5A 标
准仍有不少差距。创建工作
关键在于切实重视、在于科
学统筹和认真落实、明确考
核和具体督导。要层层传递
责任，层层传递压力，激发动
力。争取嵖岈山景区创建国
家 5A级旅游景区顺利成功。

（李涛）

驻马店驻马店：：全力推进嵖岈山全力推进嵖岈山 55AA创建工作创建工作

美轮美奂的熏衣草庄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