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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4A级景区，五经之首《周易》发祥
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羑里城

国家 4A 级景区，建于明

景泰元年（公元 1450 年），现

存殿宇建筑百余间，历代名人碑碣石刻 300

余通，其中岳飞手书《满江红·怒发冲冠》、

《还我河山》的题词碑刻皆为书法艺术珍品。

■岳飞庙

国家 4A 级景区，全国

红色旅游景区，是清末头

品顶戴、两广巡抚马丕瑶的故居，是中原地

区保存完好、规模最大的清代官员府第。

■马氏庄园

国家 4A级景区，集

商务会议、生态采摘、

旅游观光、休闲度假、

康体疗养于一体的新中式风情旅游度假胜

地。室内外共 40多个汤池，是河南省首批十

佳温泉。

■洹水湾
温泉旅游区

■天平山 国家 3A 级景区，素有“北

雄风光最胜处”的美誉，宋代

三朝宰相韩琦曾赞曰“林虑天平山者，天下

绝胜之境也，雄伟秀拔”。

■黄华山 国家 3A 级景区，素有“天

开图画”之赞誉。黄华山集自

然人文于一体，汇古今奇观于一山。

■颛顼帝喾陵 国家 3A 级景区，是

“五帝”中第二帝颛顼和

第三帝帝喾的陵墓，简称二帝陵。唐代建

庙，汉代修陵，清朝末年被风沙湮没，1986年

清沙得以面世。现已成为华夏儿女寻根祭

祖的圣地。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中原

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这是著名历史

学家郭沫若先生对古都安阳的由衷赞誉。

八大古都之一
物华天宝之地

安阳位于河南省最北部，地处晋、冀、豫三

省交会处，总人口 440 多万。现辖 1 个县级市

（林州市），3个县（安阳县、内黄县、汤阴县），4个

市辖区（文峰区、北关区、殷都区、龙安区）、1 个

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安阳新区）、1个国家级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安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

1个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红旗渠国家经济开发

区）。

安阳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区域内有 14

条省际干线公路通过，京广铁路、石武铁路客运

专线纵穿南北以及在建的晋豫鲁铁路横贯东

西，形成了铁路、高速“双十字”交通构架。安阳

豫东北支线机场、新郑国际机场安阳航空港等

项目加快推进，海陆空综合交通枢纽正在形成。

安阳是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航空运动之都，

是甲骨文的故乡、“周易”的发源地、“红旗渠精

神”的诞生地，是世界文化遗产殷墟、中国文字

博物馆和魏武帝曹操高陵所在地。近年来，市

委、市政府大力实施“国际旅游城”旅游发展战

略，着力打造以“文化、历史、山水”为特色的文

化旅游品牌，形成了文化安阳、历史安阳、山水

安阳——“三阳开泰”的旅游特色。

安阳市现有 A 级旅游景区 21 处，其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 1 处——世界文化遗产殷墟，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 6 处——太行大峡谷、红旗渠

景区、马氏庄园、岳飞庙、羑里城、洹水湾温泉

旅游区；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4 处——颛顼帝喾

陵、黄华神苑、天平山、太行屋脊；国家 2A 级旅

游景区 10 家——天宁寺、小南海、蜡梅园、珍珠

泉、袁林、万泉湖、五龙洞、洪谷山、漳河湾等。

目前，我市有各类旅行社 95 家，其中国际社含

分社 8 家，国内社含分社 87 家。有星级饭店 18

家，其中四星级 4 家、三星级 7 家、二星级 6 家，

床位数 1 万余张。旅游商品基本形成了以甲骨

文为主线的甲骨刻片、青铜器等系列产品，以

周易文化为主线的八卦图、碑刻等；以红旗渠

为主题的旅游纪念品，有以太行山水为主题的

山水风光的纪念品；以岳飞庙、二帝陵、灵泉寺

等历史遗迹为主题的旅游商品；还有内黄农民

画、汤阴民间剪纸、安绣等一些代表地方民俗

文化的旅游纪念品。

加大投资力度
完善景区建设

近年来，安阳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实施旅

游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有力促进了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

安阳现有旅游建设项目总投资合计 50 亿

元，完成投资额近 3 亿元，新增招商引资项目

2 个，签约金额 65 亿元。其中，旅游建设重点

项目主要有：红旗渠景区投资 8000 万元对景

区游客服务中心进行改造及纪念馆扩建；太

行大峡谷景区投资 5000 万元建设漂流项目及

景 区 基 础 设 施 改 造 提 升 ；万 泉 湖 景 区 投 资

3000 万元建设了景区入口服务区和水上游乐

设施；洪谷山景区投资 2000 万元修建了游客

服务中心及景区配套设施；长春观景区先期

投资 1 亿元对原有建筑进行升级改造；汤阴县

投资 350 万元，对岳飞庙所有的古建筑群进行

维修加固；岳飞庙西街区改造和东部扩建工

程在项目筹资上，目前已完成项目贷款 4500

万元。招商引资项目主要有：由深圳华强集

团 投 资 建 设 的 安 阳 历 史 文 化 科 技 园 ，占 地

1000 亩，项目位于文峰大道与京港澳高速公

路交叉口东北角，总投资 30 亿元；中华·梦幻

谷城市综合体项目，建设总占地约 1800 亩，总

投资约 35 亿元，项目建设内容有主题乐园、项

目水系及配套商服商住等。

创新营销模式
拓宽旅游市场

今年 5 月，2014“韩国万人游安阳”——“我

在甲骨文故乡讲汉语”活动在林州大峡谷举行，

努力将安阳打造成为韩国人出国游的首选目的

地，不断提升安阳市在国际旅游市场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转变方式，开拓自驾游市场。今年安阳市

旅游推介对象重心转向自驾游俱乐部，联合以

北京、上海和台湾等地 40 余家俱乐部为主的中

华 14 省自驾俱乐部联盟来安阳考察，并组织北

大荒知青 580 多人自驾红旗渠，组织 200 多人自

驾太行屋脊景区，提升景区自驾游目的地的知

名度。

打造“微”营销平台。随着智能手机的普

及、WiFi 的全面覆盖，微博、微信等“微”营销也

凸显出其独特的优势，安阳旅游部门的推介平

台也从传统媒体拓展到网络媒体和移动客户

端。安阳旅游服务号与马氏庄园合作的“游马

氏庄园，做文化达人”微信互动送票活动拥有

3000 粉丝；三八节安阳市 11 家景区的联合优惠

活动，一经微信平台发送，就得到 5 万多人的阅

读分享；“中国旅游日”安阳市 14 家景区的优惠

信息更是达到了阅读分享超过 10 万人次的水

平。

“十大旅游名网看安阳”暨“国际友人体验

安阳”活动。2014年第六届中国·安阳国际航空

运动文化旅游节举办期间，安阳旅游部门举行

“十大旅游名网看安阳”和“国际友人体验安阳”

等活动，邀请新浪网、搜狐网、腾讯网、同程网、

携程网、去哪儿网、凤凰网、大河网、艺龙网和乐

途网等十多家网络媒体来安采风，重点考察了

殷墟、红旗渠、太行大峡谷等景区，参观了安阳

市文化旅游精品展和航空器材展，并观看了航

空表演。

借会宣传推介
提升旅游形象

组织参加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4 月 24

日，2014 中原旅游商品博览会暨旅游商品创意

设计大赛在洛阳举办。安阳市筛选出 15家旅游

商品企业，所参赛的 12件精品旅游商品，得到大

赛专家评审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其中选送的手

工技艺室参赛作品《麦秆镶嵌·工艺腕表》荣获

大赛银奖，安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参赛作品《丰

收》荣获大赛铜奖。

组织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

会。推选的手工技艺室麦秆作品《疏荷沙鸟》、

《竹影飞禽》和安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的刺绣作

品《丰收》和《父亲》入围，《竹影飞禽》与全省其

他 14 个作品，代表河南省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

旅游商品博览会。

古都安阳，令人向往。

亲爱的朋友，有着 3300年历史的古都安阳，

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旅游资源丰富。走进安

阳，一定会让你流连忘返，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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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大古都之一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中国文化旅游名城
●国家卫生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甲骨文”的故乡
●“周易”的发源地
●“红旗渠精神”诞生地
●世界文化遗产殷墟所在地
●航空运动之都
●中国书法名城
●中国十大特色休闲城市
●全国绿化模范城

▶▶城市名片

■殷墟博物苑
世界文化遗产，国家 5A 级景区，商代宫殿遗

址，甲骨文发现地，司母戊鼎出土地。
■中国文字
博物馆

世界上唯一的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共入
藏文物4123件，涉及甲骨文、金文、简牍和帛书、汉字发展
史、汉字书法史、少数民族文字、世界文字等多个方面。

■红旗渠

国家 4A级景区，全国红色旅游景区，二十世纪 60年
代，林县人民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修筑了长达
1500公里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红旗渠。被誉为“世界第
八大奇迹”、“人工天河”。

■太行大峡谷 国家 4A 级景区，是

北方山体雄浑苍茫的典

型代表，被誉为“八百里太行之魂”。主要包

括：太行之魂王相岩、泉潭叠瀑桃花谷、百里

画廊太行天路、原始生态峡谷漂流。

位 于 林 州 市 林

虑 山 东 侧 ，被 誉 为

“亚洲第一，世界一

流”,有“中国滑翔伞的摇篮”和职业滑翔伞的

“黄埔军校”美誉，成功举办了多次国内、国

际滑翔比赛。

■林虑山
国际滑翔基地

国家 2A 级景区，是中华民

国第一位大总统袁世凯的陵墓。
■袁林

国 家 重 点 文 物 保 护

单位，位于安阳县安丰乡

西高穴村，是三国魏武帝曹操的陵寝。

■曹操高陵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位于内黄县梁庄镇

三杨庄村南。考古学界

称，该村落遗址展现了汉代农耕社会的丰富

概貌，其考古价值堪与意大利“庞贝古城”相

媲美。

■三杨庄
汉代遗址

集生态旅游、休闲

养生、水上乐园、康体

娱乐、宴会接待、商务

会议为一体的综合性温泉度假村。

■天之瑶
温泉度假村

文化风光游：殷墟—太行大峡谷—红旗渠—马氏
庄园—羑里城

精品两日游

红色山水游：红旗渠—太行大峡谷
古都文化游：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袁林—

洹水湾温泉度假村
历史名县游：岳飞庙—羑里城
枣乡风情游：二帝陵—三杨庄—千年古枣园

精品一日游

特色主题游

历史文化安阳游：殷墟—中国文字博物馆—羑
里城—岳飞庙—马氏庄园—曹操高陵

美丽山水安阳游：红旗渠—太行大峡谷—太行
屋脊—天平山

岳飞庙岳飞庙

天平山天平山

安阳之瑰宝 中华之骄傲

太行大峡谷太行大峡谷

滑翔基地

通用飞机

岳飞庙岳飞庙

古都安阳古都安阳————

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

马氏庄园马氏庄园

袁林袁林

羑里城羑里城

曹操高陵曹操高陵

三杨庄遗址博物馆

红旗渠红旗渠

黄华山黄华山

国际滑翔基地国际滑翔基地

殷墟殷墟

二帝陵二帝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