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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两岸青少年交流互
访，增进两岸青少年感情，国家
旅游局以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
会名义，邀请 55 名台湾中高等院
校旅游专业学生于 6 月 29 日至 7
月 3 日赴河南开展修学旅游。在
河南期间，修学旅游团将深入考
察河南代表性名胜古迹及部分
新景点，并与郑州旅游学院师生
进行交流联谊活动。

6 月 30 日上午，台湾中高等
旅游院校的学生教师修学团来
到郑州旅游职业学院，开始了在
河南为期五天的修学之旅。通
过一系列文艺演出、游戏互动等
活动，两岸师生渐渐由陌生到熟
悉，最后沟通融洽，亲密合作，犹
如一个乐融融的大家庭。一名
来自台湾醒吾科技大学的大四

女生告诉记者，河南的学生真的
多才多艺，要学习这么多不一样
的东西，虽然相隔较远，但与他
们在一起并没有距离感。

据悉，该团在接下来几日还
将前往洛阳、登封等地进行考
察。本次活动通过豫台两地青
少年的交流互访，促进两岸学生
对彼此观念、理念的深度认识，
使两岸未来前景更美好。

（杨牧野）

内乡县衙积极应对暑期游◀
暑假期间，内乡县衙精心准备，全力筹备暑期旅游

工作。首先是暑期在免费推出《知县审案》、《品茶听
戏》等节目基础上，另有“捏泥人”、“格格织布”、“推盘
碾磨”等互动项目，同时学生凭学生证实施半价优惠。
其次是开展“安全旅游树新风”、“文明旅游树形象”等
活动，倡导文明旅游的良好风尚；在景区设立咨询台，
为游客提供各种旅游咨询信息；免费提供茶水、增设休
息椅凳等，为参观游客提供休息场地。 （程昱博）

淇县暑期旅游活动多多◀
历史文化古军校、吸氧消夏大草原、清凉避暑游洞

穴、帐篷篝火泼水节、登山健身朝阳山……暑假期间，淇
县各景区推出一系列清凉消夏旅游活动，让您在炎炎夏
日感受清凉与欢乐！

7 月—8 月云梦山百亩槐树林被称为天然氧吧；洞
穴游云梦山夏季最受欢迎的活动，50 多个洞穴景致不
同，洞内气温平均在 16℃-24℃，是“天然的空调房”。
古灵山景区将会在 7 月中旬举办帐篷泼水节，白天泼水
狂欢，夜晚篝火野营，还可以登山健身，体验激情盛夏的
阵阵清爽。 （王瑞杰）

郑州方特水上乐园7月6日开业◀
阳光、海浪、比基尼、水上游乐……7 月 6 日郑州方

特水上乐园揭开神秘面纱，一场奇妙的仲夏欢畅清凉之
旅开启。当天有 4000 多名游客共同见证这一时刻。

开园当日，郑州方特为广大游客准备了热辣劲爆的
舞蹈和杂技，更有充满热带风情的草裙舞、搞笑滑稽的
小丑、方特大明星——熊大与熊二到场助阵。不仅如
此，当天还举办了“摇一摇终极大 PK”的全民比赛，优胜
者将获得全年免费畅游方特欢乐世界的奖励。

郑州方特水上乐园是深圳华强集团继郑州方特欢
乐世界之后推出的又一大型主题公园。方特水上乐园
聚集多项国际主流精品项目，如一飞冲天、大喇叭、小喇
叭、大型熊出没互动水寨等近 20 个游乐项目。此外，郑
州方特水上乐园打造的“飓风湾”制造出 1.5 米的连续海
浪和 3 米的大海啸巨浪，让游客享受浪花强力冲击的无
限快感；水上露天吧——爱琴湾，让您轻松享有海滨风
情；更有充满异域风情水上表演、互动主题活动等，给游
客带来前所未有的快乐体验。 （章宇）

暑期旅游快报

7 月 3 日，河南省旅游标准化工
作会议在新县召开，河南省旅游局
主管领导及相关处室负责人、各省
辖市旅游局、旅游标准化试点市
(县)和试点企事业单位的代表参加
了会议。会议指出，旅游标准化建
设推动了我省旅游业健康快速发
展，并将为我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夯
实基础。

会议确定焦作市、开封市两个
省 辖 市 ，登 封 、新 县 等 四 个 县
(市 )，郑 州 黄 河 风 景 名 胜 区 管 理
委员会、开封清明上河园、河南省
中 国 旅 行 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等 16
家企业为首批全省旅游标准化示
范单位。

河南旅游：按照标准做工作

“以旅游标准化为切入点，加
大旅游标准化推广和贯彻执行力
度，构建旅游标准化体系。”这是

《河南省“十二五”旅游业发展规
划》对我省标准化工作的要求。目
前，标准化工作已成为全省旅游业
的重要工作，并得到扎实开展。旅
游饭店、旅游区（点）、城市旅游公
共信息导向系统设置与导游服务
等都有标准可依。

据悉，2012 年在武汉召开的全
国标准化会议上，国家旅游局命名
了首批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单位，
我省的淮阳县被确定为示范县，云

台山等 4 家景区被确定为示范企
业，同时确定了洛阳市、西峡县为第
二批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单位。目
前，我省全国标准化示范单位已达 7
家，排在全国兄弟省市前列。

同时，我省的旅游标准化试点
工作也是亮点纷呈，“政府主导、部
门协作、企业主体、社会参与”的旅游
标准化工作机制逐步确立。依据《全
国旅游标准化规划》，我省出台了《旅
游标准化管理办法》，大力推动旅游
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推
动企业自主创新，提升旅游产品质量
和旅游服务质量，形成了涵盖旅游景
区、旅行社、星级饭店、农家宾馆、娱
乐、购物等相关领域的管理科学、运

行规范、服务优质的旅游企业。

标准化工作：没有完成时

旅游标准化不仅创造了城市
日新月异的发展态势，也使城市旅
游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广大
市民和游客充分享受到旅游标准
化带来的便利和快捷，游客满意度
显著提升。

红得耀眼、绿得醉人的新县犹
如一幅浓墨重彩的风光画卷，把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楼在绿中、
人在画中”的山水园林城市呈献在
南来北往的游客面前。开封清明
上河园、洛阳钼都国际饭店有限公
司、河南省中国旅行社集团有限公

司等企业，以旅游标准化创建作为
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的重要抓手，使
企业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标准化工作没有完成时，只有
进行时。我省还将大力推进旅游标
准化的覆盖面，做到吃、住、行、游、
购、娱各个环节的全覆盖。根据旅
游业综合性强、关联性大、涉及面广
的特性，加快推进旅游交通、旅游购
物、旅游餐饮、旅游娱乐等要素建设
和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乡村旅游、
修学旅游、自助旅游等新业态的标
准编制和推行工作，满足发展需要。

“标准杠杆”正撬动着旅游业，
并助推我省旅游业在转型升级的
快速路上飞奔。

用“标准杠杆”撬动旅游发展
——全省旅游标准化工作会议在新县召开

本报记者 张莉娜

7 月 4 日至 6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登
山运动管理中心、新乡市人民政府等单
位主办的素有“岩壁芭蕾”之称的户外
攀岩活动暨全国攀岩中国·新乡分赛站
活动在新乡万仙山景区举办。

本次赛事吸引了来自丹麦、墨西哥
等国家及全国各地 80 多名专业攀岩队
员和 300多名业余攀岩爱好者进行竞赛
交流，赛事除设有男子专业组、女子专业
组攀石赛外，还特设有男子公开组、女子
公开组攀石赛，整个活动也吸引了来自
全国多家主流媒体的采访报道。

本次赛事的社会效应之广、规模空
前由此可见一斑，而这与新乡南太行旅
游（集团）公司强大的资源配置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目前，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拥有
八里沟、万仙山、九莲山、天界山、关山、
秋沟、齐王寨、百泉、白云寺等多个历史
文化与生态景区，面积 1200 平方公里，
为国家 4A 级景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攀岩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国家猕猴自

然保护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 2013 年底实现旅游资源整合以

来，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公司依托丰
富的旅游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旅游文
化活动，吸引了众多来自海内外的游
客。此次国际攀岩节的举办，得益于万
仙山的独特资源优势。新乡南太行万
仙山景区是国内第一个获得“国家级攀
岩公园”称号的景区，景区内岩壁资源
得天独厚，雄浑壮美的红岩绝壁和 U 形
峡谷资源是规划国家级攀岩公园不可
或缺的条件和优势。

万仙山不仅有着举办国内大型攀
岩比赛的历史，也有着接待国际、国内
民间攀岩户外运动爱好者的传统。业
内人士点评说：这样的活动，不仅充分
彰显了南太行旅游的资源优势，同时显
示出其打造高端时尚运动旅游产品的
掌控力，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万仙山国家
攀岩公园的影响力，也将极大提升南太
行旅游度假区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树立
新乡旅游品牌打下坚实基础。

7 月 2 日，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
景区管理委员会与三门峡市黄河公
园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两家景区
强强联手，将共同打造“大黄河之旅”
旅游品牌，推动黄河文化旅游事业的
快速发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
了灿烂的黄河文化和黄河文明。党
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提升至国家
战略层面，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随着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进程的不断加快，为郑州黄河生
态旅游风景区和三门峡黄河公园两
家景区开展跨区域合作提供了千载

难逢的机遇。
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位于

河南省会郑州市西北 20 公里处黄河
之 滨 ，是 国 家 级 风 景 名 胜 区 、国 家
AAAA 级旅游区、国家水利风景区，南
依巍巍岳山，北临滔滔黄河。这里是
黄河地上“悬河”的起点，黄土高原终
点，黄河中下游的分界线，形成了博
大、宏伟、壮丽的自然景观。三门峡
市黄河公园位于三门峡市城区北部，
是三门峡市沿黄半岛景观带的重要
节点。它总面积 745 公顷，水域面积
500 公顷，不仅有黄土高坡自然台地
的特色，还有黄河“清浊”两色的奇

观，更有黄河文化的厚重，是一处集
生态、科普教育、文化和人文地理于
一体的自然山水景区。

两家景区都是围绕“母亲河”主
题打造的生态文化旅游休闲目的地，
双方有着共同的发展目标和发展诉
求，这次本着“互惠互利、诚信共赢”
的原则开展战略合作，既是加快发展
的客观需要，也是着眼未来、增强发
展后劲的长远之举。双方将在宣传、
营销、人员交流、资源和信息共享等
方面开展深层次多方位合作，为最终
打造“大黄河之旅”品牌提供良好的
平台，奠定坚实的基础。

到南太行万仙山看崖上芭蕾
2014年中国新乡万仙山国际攀岩节举办

本报记者 刘春香

两景区联手 共同打造“大黄河之旅”
——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与三门峡市黄河公园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记者 吕桓宇

7 月 2 日，世纪欢乐园游人如
织，园区呈现一派祥和欢乐的气
氛。“砍人了！”随着一声凄厉的喊
声，手持防暴器械的园区安保人
员闻声冲出来，联合全副武装的
特警人员迅速将“恐怖分子”控
制……这一令游客惊出一身冷汗
的画面，是世纪欢乐园联合郑州
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四大队三中队
民警开展的游园广场暴力恐怖袭
击模拟演练。游客纷纷掏出手机

拍照，盛赞世纪欢乐园为确保游
客在景区安全畅玩，树立反暴恐
防范意识。 （康三军 张金笛）

世纪欢乐园：反恐演练 让游客更放心

7 月 1 日上午，周口至上海始
发旅客列车正式开行。列车的
开行结束了漯阜铁路沿线项城、
沈丘、界首三县市没有客运业务
的历史，将进一步加强周口与铁
路沿线城市及长三角地区的有
效连接，加快人流、物流、信息流
传递，推动周口市进一步融入华
东经济圈，同时对周口市打造大
旅游、大交通、大商贸、大文化、

大城区，做强产业集聚区的“五
大一强”社会形象必将产生极大
推动作用。

此次列车正式开通，使周口
市成为拥有始发北京、广州、上
海三地旅客列车为数不多的地
市级城市之一。列车的开行不
仅方便了群众出行，还将进一步
提高周口的知名度、提升周口的
对外开放形象。 （杨牧野）

周口至上海始发旅客列车开通运行

台湾修学团师生来豫考察

又是一年狂欢季，激情再聚重渡沟，由河南
本土最大的啤酒品牌——金星啤酒集团独家冠
名，重渡沟风景区和郑州支点旅游品牌策划有
限公司联合打造的“金星啤酒”杯重渡沟第六届
音乐啤酒狂欢节将于本周六盛大开幕！

7 月 12 日，是重渡沟开园 15 周年庆典的日
子，更是啤酒狂欢季的开始！本届啤酒狂欢节
七大精彩主题活动将从本周六延续至 8 月 23
日。7 月 12 日挑战吉尼斯，万人生日宴；7 月
19 日啤酒之王争霸赛；7 月 26 日卡通疯狂秀；8
月 2 日浪漫七夕节，情定重渡沟；8 月 9 日魔幻
之夜，疯狂魔术秀；8 月 16 日雷人神曲演唱会；
8 月 23 日夏夜晚风，怀旧金曲演唱会，狂欢不
断，惊喜不断。生日宴上，将有超大的生日蛋
糕供游客见证品尝，更有刘秀穿越千年，送来
神秘大礼庆生。

重渡沟，素有北国江南、中原竹海之称,“竹”
“水”“农家宾馆”更是冠绝中原。万亩竹林中幽
风习习，竹林长廊婉转通幽，农家小院别致清雅，
小吃水巷灯火阑珊；瀑布从巅峰一泻而下，各具
风情。这便是重渡沟，一个让人暂时脱离尘俗
的飘渺所在，一个让心灵得到洗涤的地方。

免费的冰爽啤酒，精彩的狂欢演出，7 月
13 日免费的万人生日宴力创大世界吉尼斯之

最等您一起见证……您还在等什么？游在重
渡、醉在重渡、乐在重渡、美在重渡，让我们不
见不散!

万人免费生日宴报名咨询热线：
0379-66685989 0371-63380127
重渡沟官网：www.chongdugou.net
网易河南：henan.163.com/lvyou
温馨提示：自驾车线路：郑州—郑少高速

—洛栾高速—重渡沟

万人同唱生日歌 吉尼斯记录等你见证
“金星啤酒”杯重渡沟第六届音乐啤酒狂欢节暨重渡沟15周年庆典本周六开幕

2014老君山观海避暑节盛大开启
这个夏天，21℃老君山精彩不断、六大活动惊爆眼球、更有百万大奖等你拿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特殊的气候
和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老君山无与
伦比的云海奇观。每年的 6—9 月份，海
拔 2217 米 的 老 君 山 就 进 入 了 最 佳 观

“海”季。如梦如幻，大气磅礴的云海宛
如仙境，吸引了众多游客和摄影爱好者。

云海漫步，听涛避暑。7 月 12 日至 8
月 31 日 老 君 山“ 观 海 避 暑 节 ”盛 装 开
启。节庆期间老君山景区联合河南电视
台《快乐旅游》栏目将为您精心打造六大
主题活动。“十里画屏·峰林探宝”、“万人
音乐露营大会”、“中原车友狂欢节”、“观
海避暑觅神光摄影大赛”、“七夕情人节
派对”、“万人蟠桃养生宴”等系列活动，
精彩不断、激情狂欢,更有百万大奖等你
拿！

精彩活动:首届音乐露营狂欢节
这是为车友们打造的一场夏日视听

盛宴。在千顶帐篷之中感受户外的魅
力，沐浴着皎洁的月光，数着点点繁星，
燃起熊熊篝火，宿营在山林之间共享珍
馐盛宴，在篝火晚会中尽情狂欢……

本次活动 2000 人，名额有限快快报
名吧。

费用明细：69元/人（含老君山、寨沟、追梦谷门票；
养生宴、纪念版T恤衫）

报名热线：0371-86062108 0371-88886102
活动地点：洛阳-栾川-老君山
活动时间：7月12日—13日
景区热线：0379-66838888
郑州营销中心：0371-86109230
自驾路线：郑州出发—郑少洛高速或连霍高速

—洛栾高速—栾川老君山

嵩县莲花山双溪漂流将于
本月底进行试漂，作为双溪漂流
的形象代言人，奥运冠军陈中将
带您激情漂流。

莲花山双溪漂流位于嵩县
车村镇，漂流河道规划全长 17 公
里、整体落差 168 米、一期运营河
道 7 公里。莲花山双溪漂流河道
以休闲漂为开发理念，前半段以
适度的惊险刺激为主，后半段休
闲体验加景观打造为主，并适度
穿插爱情元素的景观小品。从

上游往下依次设置激情速滑、时
空隧道、激流勇进、三泉影月、水
上 CS、峰回路转、水车险滩、银河
星空、竹林畅游等 14 个景观节
点。

双溪漂流由河南省莲花山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倾情打造，公
司投资开发的嵩县莲花山运动
度假区项目总投资 13.5 亿元,集
宾馆、酒店、漂流、滑冰、温泉度
假、康复疗养、山地运动等为一
体,共涵盖 28 个项目。 (刘世静）

夏日的云台山青山四合，流
水潺潺，绿树繁阴挡开夏日的燥
热，飞瀑流泉带来宜人的清凉，
山间谷底充斥着草木醉人的芳
香。

在暑假期间，云台山特推出

暑期大优惠：从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18 周岁以下青少年儿童门票
免费，只需凭有效证件（身份证、
学生证等）购买 60 元/人景区交
通费即可畅游云台山。

（朱天玉）

云台山暑期亲子游大优惠

嵩县莲花山双溪漂流即将试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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