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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旅游局发布

1.长白山北景区
特色：天池—瀑布—温

泉—绿渊潭—小天池—地下
森林
2.长白山西景区

特色：天池—天然滑雪
公园—梯子河—锦江大峡谷
—圆池
3.雾凇岛摄影创作基地

特色：野鸭鸿雁栖息、雾
凇洁白厚重

地址 1：吉林市九站经
济开发区土城子乡曾通村

地址 2：吉林市龙潭区
乌拉街镇韩屯村
4.城市雾凇观赏带

特色：江畔徜徉、长堤赏凇
地址：吉林市区松江路、

滨江路
5.阿什哈达郊野雾凇观赏带

特色：曲路纵深、雾凇壮观
地址：吉林市吉丰东线

11公里处
6.红石湖雾凇观赏带

特色：水上雾凇、延绵
38公里

地址：桦甸市红石湖景区
7.北大壶雾凇观赏带

特色：山林雾凇、滑雪度假
地址：吉林市北大壶滑

雪场
8.长白山魔界摄影创作基地

特色：古朴灵动、毗邻长
白山

地址：安图县二道白河
镇红丰村
9.老里克湖雾凇观赏带

特色：十里仙峰、气势磅礴
地址：延边八家子仙峰

国家森林公园
10.露水河雾凇观赏带

特色：冬季漂流、狩猎度假
地址：抚松县露水河国

际狩猎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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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月19日—20日召开的
第三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
游可持续发展中国观测点工作
会议上，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
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管理与监
测中心发布《2014年度焦作旅游
可持续发展监测报告》。报告指
出，旅游发展显著提高了当地居
民 的 生 活 质 量 ，受 访 居 民 中
88.49%认同“旅游业有利当地发
展”、超过 90%的居民表示希望
继续扩大旅游业，并一定推荐亲
朋好友到焦作旅游。

据悉，焦作市是世界旅游
组织在中国设立的第一个以旅
游引导的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
为监测对象的观测点。7 月 4
日到 12 日，该观测点管理与监
测中心完成了对焦作市的实地
调查。监测结论指出，焦作市

的旅游发展显著提高了居民的
生活质量，也增强了居民对旅
游发展的支持。同时，游客对
焦作旅游体验的感知聚焦于

“山水观光”，奠定了焦作旅游
的吸引力。焦作旅游的发展还
促进了经济转型，对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吸引投资都具有积
极作用。监测结论中，焦作市
居民生活质量的总体满意度达
62.8%，78.03%的受访者认为未
来 三 年 的 生 活 质 量 会 更 好 ，
80.54%的受访者认为旅游能增
强他们对焦作的自豪感。云台
山、青天河、神农山周边的社区
居民从事旅游相关工作的比例
高达 66.24%，他们希望更多游
客到焦作旅游，也很愿意为焦
作的旅游发展提供建议。

（郝玉）

两岸一家亲
——台湾中高等院校观光专业师生来豫开展研学旅游

11月 20日，“茶香洗心尘 翰墨存禅
机”中韩书法交流活动在云台山举办，韩国
国会议员崔载千、韩中文化友好协会会长
曲欢与韩国书艺协会理事长尹点镛等中韩
书法家一道品评笔墨，共叙中韩友谊。

轻寒清心的初冬时节，云台山景区
深入地下的红石峡内依然丹崖碧水、温
润如春，让韩国嘉宾惊叹这一方山水的
秀美与神奇。美丽山水触动书法家们
的创作热情，中韩书法家在云台山挥毫
泼墨，创作了 15 米长卷作品，也象征了
中 韩 两 国 在 文 化 与 艺 术 上 的 互 融 共
长。在云台山景区百家岩综合服务中
心大厅还举办了中韩书法家作品展，一
幅幅或雄劲狂放、或俊秀清逸、或简淡
平和、或苍浑古朴的书法作品，表现了
每位书法家独特的艺术理想和审美追
求，折射出作者对传统书法艺术的承继
和大胆创新精神。

近年来，焦作市不断加大与韩国各地的旅游
及文化、经贸的交流合作。2012年，焦作市和韩
国庆州市结为“旅游友好城市”。2013年以来，云
台山景区通过设立驻韩国办事处，举办“心连心中
国少年交响音乐会”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通过
多方位、多角度、多渠道的宣传推广，韩国已经成
为云台山的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焦作也成为韩
国游客到河南后必访的城市。 （王艳兵）

近日，郑州市旅游局在浙江绍
兴、湖州分别举办“天地之中，功夫
之都”旅游推介会。少林景区、黄河
风景名胜区、绿博园等十多家景区
纷纷向当地市民推出旅游优惠大礼
包。

推介会上，两位主持人围绕郑州
“功夫之旅、文化之旅、艺术之旅、美
食之旅”等话题，通过对话问答的互
动形式，辅以视频、音频、图片等形

式，带领大家深度了解郑州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精湛的少林功夫以
及宜游的城市环境。登封“少林小
子”精彩的功夫表演引发阵阵掌声，
来自郑州歌舞剧院的８名舞蹈演员
还表演了美轮美奂的《水月洛神》片
段。绍兴市、湖州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说，随着去年杭宁高铁正式开通，
两市与郑州车程缩短至半日，今后将
与郑州进一步加强旅游合作，将更多
郑州旅游线路编排到当地旅行社，为
郑州输送更多游客。

推介会上，郑州多家旅游企业针对
绍兴、湖州游客推出系列优惠措施。其
中，即日起，黄河风景名胜区对当地旅行
社组团给予门票7.5折优惠；即日起至
明年１月31日，康百万庄园、杜甫故里
分别对当地旅行社执行门票五折、三折
优惠；中原福塔对两市组团旅行社执行
优惠票价30元。

11月 23日至 27日，以“华夏文
明·薪火相传”为主题的台湾青少
年研学旅游交流访问活动在我省
开展。这是继今年６月份以来的
第二批来豫台湾青少年研学交流
访问团。

据了解，本次研学旅游活动
应国家旅游局邀请，由海峡两岸
旅游交流协会组织，来自台湾新
北醒吾科技大学、暨南国际大学、
澎湖科技大学等 11所大学旅游院
校 76名师生组成了台湾青少年研
学旅游团。

11月 24日，研学旅游团走进中
州大学，与该校管理学院旅游专业
的师生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交流联谊
活动。其间，台湾师生们饶有兴趣
地参观了中州大学管理学院的导游
教学实训室，观看了旅游专业学生
组织的导游讲解。两地学生分别表
演了各具特色的校园歌舞和小节目
后，大家又进行了毛毛虫竞速、协力
竞走、袋鼠运瓜等丰富趣味体育竞
赛活动，现场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两地师生还在教职工食堂边包饺子
边交流，欢声笑语不时传来，也体现
出两岸一家人的亲情和友情。

该团团长、台湾中华观光管理

学会理事长李铭辉曾多次来过河
南。他认为，河南是华夏文明和
中华民族的核心发祥地，台湾很
多 人 都 知 道 自 己 的 根 在 河 洛 中
原。组织台湾学生来豫开展研学
之旅，不仅能够加深台湾学生对
河南旅游、文化、经济等方面的了
解，更使他们能身临其境地体验
华夏文明。他希望通过此次研学
之旅，能够为推动两岸旅游院校
师生的相互学习和扩大交流合作
创造新的契机，共同推动两岸旅
游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研学旅游
团还走进郑州、洛阳，游览了河南
博物院、少林寺、龙门石窟、白马
寺等具有河南代表性的名胜古迹
和景点，充分体验了河南丰富多
彩的旅游资源，感受到河南悠久
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

同学们纷纷表示：少林寺、白马
寺、龙门石窟都是在课本里学过的
知识，这次能到河南亲身体验，被祖
先的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文化震撼
了。更有同学诗兴大发，即兴赋诗，
其中一首诗曰：天下功夫出少林，龙
门石窟展豪气；白马寺里佛奥义，两
岸交流一家亲…… （杨牧野）

11月 15日—17日，
2014 中国（郑州）世界
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的
成功举办，成为构筑
国际旅游业和旅游城
市高端交流、共谋发
展的高端平台。旅游
业的快速发展，已经
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从即日
起，本报陆续推出《市
长谈旅游》栏目，邀约
部分旅游城市市长，
畅谈旅游发展的新思
路。

“旅游既是城市软实力，也是城
市硬实力，更是城市发展新动力。”
在刚刚结束的 2014 中国（郑州）世
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天地之
中、功夫之都”的城市魅力再次绽
放，倾倒了参会的国内外嘉宾。作
为论坛永久会址城市，郑州市市长
马懿自豪地说，城市是旅游发展之
基，旅游是城市活力之源。郑州正
在充分发挥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
加快打造以国际化现代化立体综
合交通枢纽为标志、以国际化商都
为主要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

“旅游，在传承文化中彰显着
城市特色。”谈到中原文化，马懿娓
娓道来，郑州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中国八大古都之一，是一座
充满文化魅力的城市，悠久的历史
积淀了灿烂的文明，黄河文化、嵩
山文化、少林文化、姓氏文化在这
里交相辉映，黄帝故里、商城遗址、

中岳嵩山等人文自然景观名扬海
内 外 ，登 封“ 天 地 之 中 历 史 建 筑
群”、京杭大运河（郑州通济渠段）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郑州把
旅游与文化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依
托旅游产业发展实现文化产业的
市场化，形成了旅游产业与文化产
业互促、互补、互兴的良好局面。
近年来，郑州打造了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等文化旅游
品牌，推出了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风中少林等旅游演艺节目，开发了
郑州商城遗址、郑韩故城等历史文
化景点，让郑州的城市文化因旅游
而熠熠生辉，城市内涵因旅游而更
具魅力。

城市旅游功能设施的质量直接
影响着城市的吸引力、承载力。旅
游，在提升质量中完善城市功能。

马懿表示，郑州围绕旅游业
“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

完善旅游产业链条，优化城市旅游
功能设施，着力打造世界知名的旅
游目的地城市。随着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的加速推进
和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网络的快速
发展，郑州作为中国重要的现代化
立体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凸显，
郑州到国内各中心城市和世界各
大城市的时间大大缩短。与此同
时，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功能
的完善，随着洲际酒店、法国雅高、
万豪集团等世界知名酒店落户郑
州，郑州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城市品
位明显提升。

马懿指出，旅游，在强化服务
中提升城市品质。郑州紧紧围绕
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完善旅
游公共信息、应急处置、旅游保险
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稳步推进
智慧旅游城市建设，通过互联网、
移动通讯、电子商务等现代信息

技术，不断推动旅游服务质量提
升，努力打造“郑州服务”旅游品
牌。同时，旅游，也在规范管理中
优化城市环境。持续推进旅游标
准化建设，加强旅游执法和监督
力 度 ，规 范 旅 游 市 场 秩 序 ，提 升
游客满意度，促进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

“旅游既是城市软实力，也是
城市硬实力，更是城市发展新动
力。”马懿一语中的，他说，抢抓中
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
实验区建设重大机遇，郑州将坚
持以旅游产业融合、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为主线，以精品培育、品牌
提 升 、标 准 规 范 、机 制 创 新 为 重
点，加快塑造“天地之中、功夫之
都”的国际化品牌形象，努力把郑
州打造成为国际知名、国内一流
的旅游目的地城市和中部地区重
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城市。

11 月 29 日，从西峡县传来消
息，在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 28 日发布的公告中，西峡
伏牛山老界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
荣膺榜单，标志着该景区成功创建
国家 5A级旅游景区。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
评定》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为
五级，5A 级为最高等级，代表着中
国世界级精品的旅游风景区等级。
在这次国家旅游局网上公示的９家
5A级旅游景区中，西峡伏牛山老界
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荣膺榜单，开
创了南阳 5A级旅游景区的先河，也
是此次我省唯一上榜景区。

近年来，西峡县坚持“政府主
导、企业主体、整合提升、全域景
区”的发展模式，突出名园（恐龙遗
迹园）、名山（老界岭）、名漂（鹳河
漂流）“三名”景区开发，大力完善
配套服务体系，不断提升旅游产业
发展水平，逐步做大旅游产业。

如何在做大的基础上做强旅
游产业，该县以创建全国旅游标准
化示范县和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
突破口，历时两年完成了标准化示
范县创建工作，也同时为创建 5A
级景区奠定了基础。该县按照强
强联合的思路，整合了众多禀赋极
高的优良旅游资源的恐龙遗迹园、
老界岭两个风景区，一个是“世界

第九奇迹”，一个是“中华脊梁”，都
是伏牛山世界地质公园的精髓和
核心。

为实现精准达标，西峡县聘请
国内知名旅游规划团队，高标准、高
质量制订了《河南西峡伏牛山老界
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提升方案》，将精细化管
理提升重点放在旅游通道、游客中
心、停车场、星级公厕、购物场所、标
识系统建设等方面，以及沿线外立
面改造、三线入地、自驾游服务区等
外部旅游配套设施。

西峡县坚持高位启动、严督实
导，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为政委、县
长为指挥长的 5A 级景区创建工作
指挥部，制订了《西峡县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工作方案》，由四位副县
级干部具体牵头，组织四个工作小
组，分包 28 项重点工程，对涉及到
的全县 42个部门、6个乡镇、3家旅
游企业明确了责任清单，把创建任
务层层细化量化到单位、到人员、
到节点。

如今的伏牛山老界岭·恐龙遗
迹园旅游区，通过一级游客中心和
311 国道旅游风景道有效衔接，构
成了百公里旅游长廊，生动展示了
伏牛山斑斓多姿的地质演化史，为
游客展现出一幅美不胜收的原生
态画卷。 （朱天玉）

11 月 25 日，为期 38 天的中国
（开封）第 32届菊花文化节圆满落
下帷幕，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国家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清明上河
园，在本届菊花文化节期间共接待
游客近 40 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
42%，收入同比去年增长 45%。

清明上河园作为本届菊花文
化节的主会场暨第 27届世界客属
恳亲大会开幕式的举办地点，在
满园菊花的簇拥下又多了一份浓
浓的乡情味道，可谓是“年年岁岁
花相似，岁岁年年韵不同”。

大规模 高规格
本届菊花文化节，总布展面

积 6000 多平方米，展菊多达 300
万盆、品种达 1300 多种，怒放的
菊花形成一幅美丽的菊花艺术
长卷，形成了“花在景中，人在画
中”的美妙风景，为游客打造了
一场时尚梦幻菊花之旅。同时
清明上河园紧扣 2014 年第 27 届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主题，结合宋
文化主题公园特点，在景区内举

办了客家千人长桌宴，为游客展
现了一场“金菊飘香，共谱乡情”
的盛会。

重文化 挖内涵
本届菊花文化节结合众多历

史故事和文化典故，全面展现了
古都开封的宋都文化，将菊花文
化和地域文化完美融合在一起，
向游客全方位普及了菊花历史，
传播了民俗文化，巧妙地将历史
搬进现实，文化注入展会，为游客
提供了一场视觉和文化的盛宴。

多看点 新创意
清明上河园作为第三届国际

菊花展的主会场，布展菊花采用了
20 多个国家的上千个品种的菊花
和菊科植物，让游客不出国门就能
观赏到世界各地的菊花，完美诠释
了“打开大门，办菊展”的理念。同
时,在 2014青岛世界园艺博览会获
得“菊花国际竞赛唯一特等奖”的
菊花版《清明上河图》在园内的展
出，为菊展增色不少，也让游客流
连忘返。 （李姗）

旅游，城市发展的新动力
——访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马懿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小浪底观瀑节大河奔流、
巨瀑垂天；黄河三峡高峡林立、
山水交融；黛眉山的石头“唱”
着悦耳的歌……黄河小浪底的
壮美画卷徐徐展开。

11 月 24 日至 28 日，“亲近
母亲河 畅游小浪底”黄河小浪
底旅游推介会分别走进山东省
济南、济宁、菏泽三地，诚邀山
东游客走进小浪底沿线的如画
风景，感受绿色生态画廊、历史
文化长廊、休闲度假走廊。推
介会上，黄河小浪底旅游景区
负责人与以上三地的旅行社签
订了旅游合作协议。

山东、河南两省同处华北
平原，沿黄河而居，地脉相连，
人 脉 相 通 ，历 史 往 来 源 远 流
长。河南省小浪底旅游管理局
局长崔益铭告诉记者，本次推

介会走进山东，将进一步推动
鲁豫两省旅游合作，共同打造
黄河山水精品旅游线路，实现
客源互送、互利共赢的愿望。

黄河小浪底旅游区，是黄
河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
小浪底大坝落闸蓄水后形成的
一个高峡平湖式的特大型旅游
区，也是河南“三点一线”精品
线路上的“珍珠”。“大黄河之
旅”是国家旅游局重点培育的
国际精品旅游线路。近年来，
河南重点打造出黄河小浪底大
坝景区、孟津休闲观光农业旅
游区、新安龙潭大峡谷——荆
紫仙山景区、新安黛眉山景区、
渑池黄河丹霞景区、济源黄河
三峡景区等一大批精品景区。
黄河小浪底观瀑节、牡丹文化
节、河洛文化旅游节、黄河湿地

观鸟节等节庆活动的举办吸引
着国内外游客观光旅游。

据悉，本次推介会增进了河南
小浪底旅游沿线景区与济南、济
宁、菏泽三地旅游界的交流与合
作，三地旅行社均表示，小浪底的
美景让人惊叹，他们将更好地宣传
小浪底观瀑节及黛眉山等优秀的
旅游资源，组织更多的游客亲近母
亲河、畅游小浪底。

老界岭·恐龙遗迹园旅游区：

荣膺5A级景区

“鲁”“豫”相约 共赴黄河之旅
——黄河小浪底旅游推介会走进山东

本报记者 张莉娜

“豫”到“浙”里 邀您畅游郑州
——“天地之中，功夫之都”旅游推介会走进浙江

□张莉娜 陈迎军

功夫表演引发喝彩 摄影 葛放小浪底景区推介美景 摄影 翁克

中国（开封）第32届菊花文化节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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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龙潭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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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游组织发布《焦作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报告》

近九成居民希望加快发展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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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旅游

11月22日是三门峡市第一届“保护白天鹅宣传日”。每年11月至翌年3月，成千上万只白天
鹅在黄河岸边翩翩起舞、嬉戏高歌，成为“天鹅之城”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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