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少林寺步行道沿途举行的“少林功夫秀”之少林十八般兵器，现场游客掌声不断（孙春霞/摄）

郑州市：
“十一”长假，郑州市旅游市场

运行平稳，安全有序。据重点统计
和抽样调查测算，受错峰出游、出境
游增多等综合因素影响，国庆假期，
郑州市共接待游客 977.44 万人次，
同比下降 1.8%；旅游收入 35.59 亿
元，同比下降 4.6%。

长假期间，郑州市团队出游比例
减少，居民个性化出游趋势明显。据
抽样调查，郑州市游客自驾车比例占
62%，自助游游客达 88%，“一日游”游
客达66%。省内客源地前五位依次为
郑州、新乡、焦作、洛阳、平顶山。假日
期间，郑州市长线游客主要客源地为
北京、湖北、上海、辽宁、江苏等地。随
着在线旅行服务商快速发展，“门票+
酒店”、“机票+酒店”等新型自助型旅
游产品增长较快，手机APP预订、电子
导航等智慧旅游公共服务，进一步刺
激了自助游的增长。

同时，郑州市假日推出的登山
游、采摘游、农家游、城郊休闲游等
特色旅游线路，深受游客青睐。一
批高品质新型景区如新密伏羲大峡
谷、荥阳孤柏渡飞黄旅游区、江南春
温泉等成为新亮点。 （陈迎军）

安阳市：
“十一”黄金周期间，安阳市旅

游市场秩序井然，又一次出现旅游
高峰。据统计，10 月 1 日至 7 日，全
市景区共接待游客 57.29 万人，同比
下降 2.75%；门票收入 1190.28 万元，
同比增长 8.58%。

安全是旅游的生命线。为确保
广大游客度过一个安全、祥和的长
假，安阳市旅游局提前着手，精心准
备，开展节前旅游市场检查周活动、
坚持 24 小时值班制度等，及时解决
节日期间可能出现的问题。节日期
间，安阳旅游市场呈现以下特点：自
驾游数量增加,过夜游客增多。今年

“双节”期间，安阳中、高档宾馆入住
率大幅度攀升,过夜的游客明显增
多。由于多数游客选择自驾方式出
游，使旅游团队数量下降。（刘超英）

南阳市:
国庆假期，南阳市假日旅游市

场火爆异常，节日期间共接待游客
513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25.3 亿
元，武侯祠、宝天曼、内乡县衙、老界
岭、恐龙遗迹园、五朵山、莲花泉、丹
江大观苑、香严寺、国际玉城等旅游
景区凭借良好形象，受益巨大，充分
凸显了重点景区对南阳市旅游市场
的拉动作用。

武侯祠 10 月 4 日一天就接待游
客 2.95 万人次，假日期间共接待游
客 13.02 万人次，实现收入 153.8 万
元；内乡县衙日均接待游客 13000多
人次；莲花泉景区共接待游客 40000
多人次,；玉雕湾景区每天都有 5 万
人左右的游客赏玉鉴宝。（朱天玉）

三门峡市：
“十一”黄金周，三门峡全市接

待 游 客 127.7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6.7%；旅游总收入 2.48 亿元，同比
增长 12.8%；酒店客房平均出租率达
到 91.1%。

为了使广大游客和市民都能够

共享和体验三门峡市“大旅游”发展
成果，市旅游局改版升级三门峡“旅
游一卡通”，三门峡市民只需花上 60
元钱，就可以在一年内到全市的 A
级景区（门票价格合计 505元）无限次
地参观游览；灵宝市推出了“三门峡
人 10元游灵宝”和“游灵宝，省路费，
抽大奖”活动。燕子山景区开展“你
游燕子山，我掏买路钱”活动，共接待
游客 8.5万人次。甘山国家森林公园
实行本地游客 10元、外地游客半价和
重阳节 60岁以上老年人免票优惠，10
月 2 日当天就接待游客 1.5 万多人。
另外，城区旅游成为新亮点。天鹅湖
国家城市湿地公园、黄河公园每天都
人头攒动，每天接待游人都在 2万人
次以上；虢国博物馆、三门峡大坝等
一些传统景区，热度不减。 （田园）

鹤壁市：
节日期间，鹤壁市旅游景区环

境优美、秩序井然，吸引了来自北
京、河北、山东、山西及周边省市的

团队、自驾游旅游者，乡村旅游、农
家乐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国庆
假期全市共接待游客 86.4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4%，旅游综合收入 2.07
亿元，同比增长 20.1%。

国庆期间，鹤壁市各个景区用
特色活动吸引游客，旅游拉动效应
明显。云梦山景区的草原寻梦旅游
线路，走谜语步道、赏绚丽红叶、做客
蒙古包、驰骋大草原，感受金秋塞外
风情。以传统古村落王家站为营地，
开展的大型户外游活动包括西顶村
民居淘宝、黄庙沟山货采购、古巷抓
鸡、山村民俗游有奖摄影赛、洹河东
齐地质公园露营、柴火农家饭、烤全
羊等内容，深受游客青睐。（黄为民）

济源市：
国庆重阳喜相逢，游客出行兴

致高。据济源市旅游部门统计，国
庆 7 天长假，全市共接待游客 127.9
万人次，较去年略有增长；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 3.8亿元，同比增长 18.1%。

国 庆 长 假 期 间 ，在 王 屋 山 景
区 ，愚 公 故 居 、雕 塑 广 场 、银 杏 树
下，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观赏。五
龙口景区新建的林间步道、猕猴王
国、观光车驿站、吊桥、动物标本馆
等，成为游客留影纪念的好去处；
川剧变脸、魔幻泡泡秀、小丑高跷、
独 轮 车 杂 技 、猕 猴 表 演 等 演 艺 项
目，深受游客喜爱。王屋山景区在
重阳节推出“登高祈福敬老感恩”
60 岁以上老人免费游景区活动、黄
河三峡景区“十一”期间教师免门
票 、小 沟 背 景 区 携 手 同 程 网 开 展

“一元游景区”活动、小浪底景区开
展百天婚纱摄影记活动等，均为景
区增加了不少人气。

黄金周期间，晋豫两省区域合作
再结硕果，每天从山西析城山景区进
入小沟背景区的游客在 2000人次以
上，从山西蟒河景区进入九里沟景区
的游客在 500人次左右。 （卫艳萍）

巩义市：
国庆节日期间，巩义市旅游市

场实现了“安全、秩序、质量、效益”
的有机统一。据统计，假日期间全
市景区共接待游客 31 万人次，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长 0.2%，门票收入 415
万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国庆假日期间，巩义各景区纷
纷推出民俗文化节、登山节等活动，
深得游客好评。康百万庄园大型实
景剧《慈禧驾临康百万庄园》，每天两
场演出，场场爆满；第五届民俗文化
节推出的剪纸、年画、吹糖人、捏面
人、绣香包等一系列民间手工和绝
活，吸引大量游客驻足。杜甫故里举
办了“相约诗圣故里 定格魅力巩义”
摄影展、书画展和根雕展。浮戏山雪
花洞、杨树沟为游客提供了刨花生、
收番薯、摘柿子等体验活动。同时，
主要景区对巩义造血干细胞捐赠者
和近年来引进的非巩义籍教师实行
免票，竹林长寿山、杜甫故里、浮戏山
雪花洞等景区在重阳节当天对 60 岁
以上老人免票，购买杜甫故里和康
百万庄园门票也实行相互优惠。与
此同时，服务质量提升，让文明旅游
成为风尚；部门联合行动，使旅游市
场安全有序。 （石玲娜）

国庆佳节恰逢九九重阳，假期长、天气好，加之高速公路免费等有利因素，使游客压抑已久的出游热情
得到集中释放，探亲游、乡村游、生态游、城市周边游等持续升温。7天假日，我省共接待游客 4136.13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2%，旅游总收入 238.28亿元，同比增长 12.4%。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及《河南省
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升级
的意见》精神，加快河南旅游景区转型
升级步伐，提升旅游核心竞争力，9月
28 日至 30 日，省旅游局在开封举行
2014年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暨项目建
设座谈会，研究分析当前我省景区转
型升级和旅游项目建设工作所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

座谈会放在开封举行，是因为
要让业界人士“眼见为实”。近年
来，开封市以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为抓手，新增“一河两街三秀”和多
个旅游大项目，站位高、力度大、项

目多、效果好。与会者在实地观摩
了小宋城、《千回大宋》、大宋御河、
七盛角民俗商业街、清明上河园《东
京保卫战》和《大宋·东京梦华》及

《铁塔光影秀》等项目建设及旅游景
区转型升级情况，不由得发出共同
的感叹：“开封变了，变得真正像个
国际旅游城市。白天有景点，晚上
有演出有夜游有美食。不住个三两
天，根本不过瘾，过夜游客怎么不大
幅度攀升呢？”

座谈会上，开封市政府、栾川县
政府、云台山景区、嵖岈山景区和黛
眉山景区的代表分别作了经验交流
发言。省旅游局副局长张凤有对旅

游景区转型升级暨项目建设工作做
了部署。

我省在重点旅游项目的规划策
划、建设管理以及招商引资等工作
方面，基础不错。据统计，2011年以
来，全省旅游招商引资 1827亿元，完
成旅游投资 890 多亿元。今年上半
年，全省共有在建旅游项目 458 个。
目前，全省共有 A 级景区 325 家，其
中 5A 级景区 11 家，4A 级景区 105
家。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
我省没有一家上市旅游企业，没有
一家营业收入超 10 亿元的旅游企
业。“圈地收票”的观光型产品多，而
综合性强、附加值高的休闲度假产

品十分缺乏，未能解决让游客“留下
来、玩得久”的问题。还有就是不少
景区存在“捞一票就走”的短视行
为，不想做“百年老店”，不利于旅游
产业的长效发展。

张凤有表示，要深刻领会《国务
院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
干意见》中关于旅游产品开发和项
目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领会“加快转
变发展方式”的重要意义。我省旅游
景区转型升级及项目建设工作，一是
要在理念上提升，坚持生态环保的理
念，坚持创意创新的理念，坚持融合联
合的理念，坚持开明开放的理念；二是
要在标准上提升，标准要新，标准要

高，标准要细；三是在规模上提升，以
大胸怀、大思路、大投入，实现跨越
式发展。做大是做强的前提。规模
和质量效益并不相悖，规模大，不一
定强。规模不大，很难做强，再强壮
的蚂蚁也吃不了大象。我省现在的
情况是景区众多，但大景区不多，这
就造成了整体品牌形象不够突出，
景区体量不大、接纳游客有限，同时
也造成了相邻的小景区恶性竞争；
四是在服务上提升，推进服务设施
现代化，推进服务手段信息化，推进
服务模式个性化；五是在品牌上提
升，要找准定位、深挖内涵、打造精
品、叫响品牌。

2014年旅游景区转型升级暨项目建设座谈会在开封举行

打造旅游项目，我省还需“大块头”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国庆重阳喜相逢 全家同游情更浓

栾川县：
“十一”黄金周，栾川旅游喜获

大丰收，全县 7天累计接待游客 44.5
万 人 次 ，实 现 门 票 收 入 2235.76 万
元，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6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13.6%、19%和 30%。全
县旅游接待秩序良好，实现了“安
全、质量、秩序、效益”四统一。

整个黄金周期间，栾川旅游精彩不
断，旅游接待增幅喜人。老君山的游客
超过黄山、九华山，重渡沟超过九寨沟、
吐鲁番葡萄沟，老君山景区和重渡沟景
区增幅都在40%以上。鸡冠洞景区游
人如织，文明旅游蔚然成风。（吴钧君）

西峡县：
“十一”假期期间，西峡县吸引了

省内各地市以及湖北、陕西、山西、安
徽、山东、湖南等地游客，全县各景区
共接待游客 26.5 万人次，门票收入
1630 万元，旅游综合收入 1.11 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1%、5.4%、5.8%。此

外，10 月 2 日是中国传统重阳节，
2014 中国·西峡重阳文化节在西峡
县重阳镇举行。当天，重阳民俗活
动——登高赏菊和重阳寺祈福活动
在此如期举行。 （朱天玉）

鲁山县：
假日期间，鲁山县接待游客量

同比增长 10.9%，其中自驾游、自助
游等出游形式比重较大，占出游总
量的 90%；乡村旅游占全县接待总量
比重最大，同比增长 12%；省内周边
地区游客骤增，比去年同期有较大
幅度增长。

节日期间，鲁山县旅游局在郑
尧高速尧山站服务区设立咨询服务
台，散发画册、折页、乡村旅游手册
等宣传品，为游客提供咨询解答、茶
水供应等旅游接待服务，得到游客
好评。在游客、车辆再创新高的情
况下，各景区在接待量比往年增加
的 同 时 ，旅 游 沿 线 未 出 现 拥 堵 现

象。整个黄金周期间全县没有出现
旅游安全事故。 （杨牧野）

嵩县：
“十一”长假，嵩县接待游客 4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综合效益 1.73
亿元，同比增长 14%，省外游客增加到
26%，自驾游游客增加到 89%。今年
以来，九店乡石头部落景区经过改
制，不断完善配套设施。大章太极
山、木植街杨山等乡村旅游点基础设
施也不断完善，农家宾馆如雨后春笋
般崛起。“十一”期间，嵩县乡村游景
区接待了来自四川、河北、福建、湖
南、北京等 18 个省的 14.9 万多名游
客，各乡村旅游点生意红火。在旅游
业带动下，旅游主干道两侧，群众沿
途摆摊销售的核桃、板栗、木耳、柿子
等土特产品备受青睐。 （张相正）

灵宝县：
“十一”黄金周，灵宝旅游大放异

彩，人气爆棚。全市 7天共接待游客
3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0%，实现门
票收入 71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 5200
万元，同比增长 260%。

“十一”期间，灵宝各景区纷纷推
出精彩丰富的活动：燕子山景区为外
地自驾车补贴油费、函谷关景区举办
汉服民俗文化展示、娘娘山景区组织
篝火晚会，吸引人们把目光都聚焦在
灵宝旅游，尤其是灵宝旅游局组织各
景区举办的“游灵宝，报路费，中大
奖”自驾游活动和“三门峡人 10元游
灵宝”活动，空前的优惠力度和惠民
政策，使得周边市场旅游消费需求得
到充分释放，也使得灵宝旅游在周边
市场获得了极高人气。 （小赵）

淇县：
黄金周期间，游客纷至沓来，淇

县云梦山、古灵山、朝阳山等景区均
是一番热闹红火的节日景象，旅游
人数和旅游收入持续走高，同比增

长 18.9%和 23.6%。黄金周期间，全
国各地的游客在云梦山赏红叶、探
天坑，游战国军庠访鬼谷子，探鬼谷
清溪观天坑奇观，登南天门揽云梦
胜景，享受着悠然假期。古灵山景
区推出的水上小提琴、秋仙子迎宾、
灵山水韵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的眼球。朝阳山重阳健身、登高
赏菊、田园采摘、摘星台赏花游园等
体验活动备受青睐。云梦山、朝阳
山景区在重阳节当天推出 60岁以上
老年游客门票免费政策，使陪同老
人出行的比例大幅提升。（张小燕）

淅川县：
“十一”黄金周期间 ,淅川县共

接待游客 29.7 万人次，实现综合效
益 1.5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 和
15%。旅游业实现了“安全、秩序、
质量、效益”四统一目标，“渠首淅
川、商圣故里”的旅游品牌进一步
叫响。 （石雪帆 高帆）

港中旅嵩山景区：
国庆节期间，港中旅嵩山景区精彩的节目内容受到

游客普遍好评。
少林禅武文化演艺项目：在禅宗祖庭武林圣地嵩山

少林寺景区，每天演出的“印象少林”大型少林功夫迎宾
仪式、“少林英雄会”功夫表演，以及少林寺步行道沿途
的“少林功夫秀”等精彩武术文化演艺体验项目，满足了
广大游客的武侠梦和功夫梦；嵩阳书院儒学文化演艺项
目：每天上午 10时，举办“游学书院 祭拜圣贤”大型拜孔
仪式，引发了现场游客踊跃报名参与；中岳庙道教文化
演艺项目：在《天下中岳·太极武术》表演中，10余名游客
与太极弟子一起诵读《道德经》，练习太极拳、太极剑、道
教拂尘等节目，宣传道教武术，弘扬养生文化。（孙春霞）

焦作青天河景区：
国庆长假期间，青天河景区共接待游客达 5 万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长 49.9%。在此期间出行的游客仍以散客
和自驾游居多，客源以河南周边省市山东、山西、安徽、
河北居多。青天河景区不仅客流爆棚，两大新亮点更是
让游客频频点赞：一是“多种新业态”“十一”期间进驻景
区，景区首日就迎来客流高峰，成为黄金周的引爆点；二
是优质服务让游客称赞不绝，黄金周期间景区实施“点对
点”的个性化服务，推出免费WiFi全覆盖、自助取票机、门
票私人订制、新浪微博转发有奖、智能化的手机充电站等
一系列服务，得到了广大游客的一致好评。

黄金周刚刚结束，“2014 年焦作红叶节”号角吹响。
10 月 9 日起，青天河景区将在红叶节期间推出十大主题
活动，让您的旅行更加精彩。 （王晓君）

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
“十一”黄金周期间，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游客

接待量持续攀升，景区接待自驾游比例达到 59.53%，比
去年增加 6.15%，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十一”前夕，景区入口牌楼处的瀑布景观正式对外
开放，成为假日里一个新亮点。国庆长假第二天又适逢
重阳佳节，景区特推出 60 岁以上老人全免的优惠活动。
同时，景区随处可见文明旅游提示牌，志愿者服务队活
跃在各个景点，文明出游成为新风尚。 （吕桓宇）

河南金鹭鸵鸟游乐园：
“十一”长假，金鹭鸵鸟园迎来了又一个游客高峰，10

月 2日—4日更是游人爆满，创造了历史新高。每天上午
的烟花燃放，下午的“游鸵鸟园，抽鸵鸟蛋大奖”等活动让
游客惊喜连连；名字中带有“国、庆、中、秋”免费游，凭鸵鸟
园往日合影照片免费游；免费参加恐龙、鸵鸟知识竞猜，
踩鸵鸟蛋赢大奖以及免费品尝鸵鸟蛋活动，让大家热情
高涨；秋季采摘，拔萝卜、砍甘蔗、扒花生、刨红薯、摘柿子
等活动让游客亲身体验一把收获的乐趣。 （周金勇）

西峡龙潭沟景区：
“十一”黄金周期间的西峡龙潭沟景区，来自郑州、西

安及湖北等地的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共计接待游客 5 万
多人次，无一例游客投诉。 (林玉娥)

内乡县衙：
国庆节 7 天假期，内乡县衙景区的游客再次爆棚，景

区游人如织，共接待游客 12.7 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
比，接待游客、旅游创收分别增长 96.1％、71.6％。7天假
期，内乡县衙定时免费推出《宣讲圣谕》、《鼓乐迎宾》、

《三院禁约碑》揭碑仪式等节目，深受游客推崇。《古代赋
税文化展》、《沧桑古衙，厚重远播》图片展，引起游客浓
厚兴趣。 (苗叶茜 于远洋)

西峡恐龙园景区：
“十一”黄金周，恐龙园景区旅游接待各项指标再创

新高，假日消费持续火爆，游客人数大幅增长，游客消费
水平明显增加。据统计，7天时间景区接待游客 12.25万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48.3%。综合收入较去年同期增
长 57.6%。服务品牌成为新亮点，景区员工结合服务标
准化工作的推行，按照 5A 景区的工作标准，强化优质服
务观念，建立人性化、亲情化、细微化的服务模式，切实
为游客创造了宾至如归的旅游环境。 （袁俊岩）

——2014“十一”旅游黄金周综述

旅游城市 市场平稳有序

旅游大县 奉上旅游大餐

旅游景区 八方客源火爆

郑州黄河生态旅游风景区的瀑布景观成为假日
里的新亮点

洛阳老君山风光如画，前来游览的游客爆棚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旅 游旅 游
2014年 10月 9日 星期四

HENAN DAILY

9

●● ●● ●●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旅 游旅 游
2014年 10月 9日 星期四

HENAN DAILY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