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淇县文物旅游局传来消息：
8 月 2 日，2015 年海峡两岸鬼谷
子文化交流大会将在鹤壁市淇
县开幕。为期 4 天的交流活动
将举办海峡两岸鬼谷子文化交
流成果展、海峡两岸鬼谷子文化
交流大会、海峡两岸鬼谷子文化
交流座谈会等活动。

近年来，淇县文物旅游局为
弘扬鬼谷文化，连续多年举办海
峡两岸鬼谷子文化交流会，打造
鹤壁本土文化品牌。通过交流

会这一平台，使得两岸各界学术
思想深入交流、充分融合，两岸
同胞间的感情日益深厚。鬼谷
子文化已经成为两岸民间来往、
文化交流重要的桥梁和纽带。
鹤壁作为鬼谷子文化的发源地，
对密切两岸同胞感情、继承和弘
扬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具 有 重 要 意
义。多年来，两岸鬼谷子研究会
共同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
入研究和大力弘扬，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丰硕成果。 （张小燕）

海峡两岸共推鬼谷子文化

额济纳齐胡杨林令人震撼、
通湖草原给人无限遐想……一
幅幅壮美的内蒙风景画卷徐徐
展开。7 月 27 日，阿拉善盟旅游
局携胡杨林、巴丹吉林、通湖草
原、月亮湖等景区负责人在郑州
举行旅游推介会。

阿拉善，蒙古语意为五彩斑
斓之地，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
部，旅游资源丰富，自然景观独
特，人文历史积淀深厚，拥有世
界唯一的沙漠地质公园，享有

“骆驼之乡”、“中国观赏石之城”
等称号。阿拉善盟拥有旅游资
源 479 项，已建成包括胡杨林在
内的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 5 家。
在推介会上，阿拉善盟旅游局负
责人热情欢迎河南各界人士前
来投资发展和观光旅游。

此次推介活动，让外界了解
了阿拉善盟浓厚的蒙古族风情
及独具特色的文化魅力，搭建起
与河南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经济
开发的平台。 （陈迎军）

因为憧憬新的天地，所以我们去旅游，去寻
找新的乐园；因为喜欢夏日清凉，所以我们到龙
潭沟，纵情嬉戏于山水之间。

在龙潭沟游玩、在五道石童攀岩，在龙河漂流
挥洒激情……进入暑期以来，西峡龙潭沟旅游集
团旗下的旅游景区总是游客如潮，欢乐满园。7
月 24 日，记者来到西峡，感受着诗画山水中的清
凉世界。

当日，记者来到有“中原第一瀑布群、天然奇
石博物馆”美誉的龙潭沟景区。在省内首家服务
标准化示范景区，瀑布、深潭、碧水、奇石、茂林与
景区规范的服务、八方游客的笑脸构成了一幅动
人的画卷。在水中与孩子嬉戏的刘先生来自陕
西，他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二次与家人来龙潭沟，
走沪陕高速到这里非常方便，龙潭沟花岗岩雄奇
壮观，群瀑叠落飞泻而下，景色壮美。景区附近
化山村的农家宾馆很有特色，坐在树下，泡一壶
香茗、品尝农家饭，找到了久违的乡愁。

在五道石童景区，鬼斧神工的天然绝壁被设计
成了攀岩基地，平坦的沙滩上放置着沙滩摩托，
陡峭的神游峰新建了空中飞降，各种各样的亲水
娱乐项目，让游客尽享清凉。12 公里、长达 3 个
小时的漂流同样带来美妙的旅行。龙河漂流有
196 米的水位落差，险滩、急弯、深潭，挑战着游客
的勇气和胆量。艇下水流湍急，浪遏飞舟，顿时
让人豪气顿生……

据龙潭沟旅游集团总经理李明介绍，该集团
旗下有龙潭沟、龙河漂流、五道石童景区和五道石童宾
馆四个旅游实体，目前，资源整合效果初步显
现。集团依托化山龙潭沟农家别墅群等设施，将
形成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激情漂流、素质拓展
等为一体的旅游度假完整产业板块。集团内部
也将继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提升内部管理
水平，全力向国家 5A 级景区迈进，努力把西峡龙
潭沟旅游度假区建成河南乃至全国的精品景区。

“西峡美，惹人醉，不思归。”游历在诗画山水
中的清凉世界，游客们不住地赞叹着。

（张莉娜）

“甜，真甜。没想到 300 余年树龄的
葡萄树竟结出这么好的果实。真稀罕！”
见证并品尝着“葡萄仙子”刚刚采摘的百
年葡萄，来自陕西的张先生异常兴奋。7
月 25 日上午，在广大游客的热切关注之
下，康百万庄园 2015 年葡萄节启幕，“葡
萄仙子”下凡，采下新鲜的葡萄送呈游客
品尝。

据悉，康百万庄园的两棵葡萄树，种
植于乾隆年间，距今已有 300 余年。两棵
葡萄树造型别致,穿墙而过,寓意吉祥而
被送号“龙凤呈祥”葡萄树。现在，两棵
葡萄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见证着历
史，传承着文化，令人叹为观止。为了使
历史文化载体更好地活化康百万庄园，
景区进行不断的探索、尝试和创新，逐步

打造出以“品尝百年葡萄、开启财富之
旅”为主体的旅游文化活动。

今年的葡萄节为期 9 天，游客不仅可
以免费品尝百年葡萄和百年葡萄佳酿，而
且还有百年葡萄和百年葡萄苗可以买回
家。同时，景区举办的“葡萄仙子”评选活
动更是激发了广大游客的参与热情，美女
游客纷纷为百年葡萄代言，微信摇一摇抽
奖活动也吸引着游客驻足参与。

鉴于游客对百年葡萄所赋予的健康
长寿、爱情甜蜜、生意长久等美好心愿的
热切企望，在之前九届葡萄节上，景区曾
推出康百万庄园百年葡萄免费品尝、百
年葡萄采摘权和百年葡萄苗的竞拍等活
动，康百万葡萄节也逐渐成为景区的品
牌活动之一。

百年葡萄百万果，活化历史一首歌。
“两棵百年葡萄树，是康百万庄园众

多历史文物遗存中的一个音符。景区正
依托这一个个动听的音符，串连起文物
保护和旅游开发并肩发展的赞歌。”康百
万庄园负责人李春晓说。

7 月 18 日，内乡县宝天曼峡谷漂流景区
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景区总经理王西利
说，宝天曼峡谷漂流，今年创下夏季旅游接
待量达１万人次／日、同比增长 30%的新纪
录，成为中原夏季旅游新的引爆点。

“面对旅游业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内
乡县结合实际，砍出了‘统筹规划找定位、深
挖内涵抓配套、策划活动寻爆点’的三板斧，
旅游经济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各景点接待人
次、门票收入、社会综合效益等指标增幅都
比较大。”内乡县县长杨曙光谈起旅游工作
信心十足。

统筹规划、准确定位。目前，内乡已建
成开放景区 10 家，其中 4A 级景区 4 家，初步
形成了“四大特色旅游区”，以宝天曼为核心

的北部生态山水旅游区（包括宝天曼及峡谷
漂流、云露山、桃花源、天心洞、七星潭、二龙
山等）；以内乡县衙为核心的古城文化游览
区（包括内乡县衙、宛西自治馆、文庙、宝天
曼自然博物馆、宝天曼地质广场等）；以吴垭
石头村为核心的西南部民俗文化旅游区；以
赤眉 10 万亩油桃基地为代表的生态观光农
业旅游区（包括 10 万亩薄壳核桃、万亩大桥
柑橘等），整体形成了满足各类游客丰富审
美需求的旅游产品。

着力创建、深挖内涵，在做深做精上下
工夫。为实现旅游效益最大化，该县捆绑
优势旅游资源，实行组团作战，致力于“一
山一衙一漂流”联创国家 5A 级景区。聘请
国内顶级旅游规划设计单位，制定完成内

乡县衙——宝天曼旅游区创建国家 5A 级景
区提升规划，并通过专家组评审。目前，资
源价值评定报告已上报国家旅游局，内乡县
衙到宝天曼旅游快速通道已完成路基工程
及道路绿化，内乡县衙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项
目、宝天曼峡谷漂流景区 13000 平方米生态
停车场项目等正在稳步推进。

同时，加大基础投资、完善产业配套、实
施国标认证。三年来，内乡旅游以 A 级景区、
星级宾馆、等级公路建设为抓手，全面实施国
标认证标准化工程。2015 年计划再投资 10
亿元建设内乡县衙和宝天曼旅游景区，打造
精品项目。目前，内乡县衙已完成投资 3.5亿
元。宝天曼景区建设项目，完成投资近 3 亿
元，在第二届国际旅游经济发展论坛上被授

予“中国最佳生态旅游观光目的地”称号。
策划景区活动，探索文化爆点。内乡县

衙景区，成功举办四届全国衙署文化研讨
会，受到多家媒体关注，先后推出《鼓乐迎
宾》、《宣讲圣谕》等 10 余个大型节目表演，建
成国内首座官德 4D 影院。云露山景区则通
过举办“药王庙庙会”、“瀑布婚礼”等别具特
色的活动以及拓展基地项目，吸引众多游客
和企业的关注，客源不断增加。

“打造旅游名县，是对内乡旅游产业 10
年发展成果的一次检阅，也是整合旅游资
源、提升旅游品质、叫响内乡旅游品牌的重
要途径，更是内乡县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战略选择。”面对未来，内乡县委书记李
长江踌躇满志。

面对“一带一路”的重大历史机遇，我省
旅游业界积极融入，在打造对外平台、提升
河南形象、拉动客源方面抓住时机，创新性
进行工作。7 月 9 日至 18 日，省旅游局利用
米兰世博会举办契机，开展了河南活动周旅
游推介暨欧洲旅游推广活动。

欧洲是我省重点入境游客源市场，近年
来一直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且市场潜力巨
大。本次活动，代表团共到访了意大利、瑞
士、德国三国。

7 月 12 日，世博会河南活动周组委会在
中国馆举办推介活动。省旅游局局长寇武
江在致辞时说，河南是丝绸之路的起点，
2000 多年前，横贯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
沟通了中国和古罗马这两个伟大的国度。

此后，双方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一直绵
延不绝，马可·波罗、利玛窦等交流使者在
中意交往的画卷上抹上了艳丽一笔，也让
两国人民结下了悠久深厚的友谊。2000 多
年后，希望更多的意大利游客了解河南，让
更多的河南游客了解意大利，沿着“丝绸之
路”双向互动，在旅游中加深了解、增强友
谊。

接来下的 15 日，代表团又马不停蹄地赶
到瑞士苏黎世，举办了“丝绸之路上的河南”
旅游产品推介会。瑞士途易旅行社负责人
罗曼先生表示，河南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旅
游资源对瑞士游客有很强的吸引力，今后他
们将积极组织瑞士游客赴豫旅游，真切感受
中原文化和中原人民的热情。

德国汉堡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城市，
当然不能错过。15 日中国河南（汉堡）旅游
推广中心正式挂牌。通过该“窗口”，将围绕
一地而与德语区多国同时交流等问题。另
外，过去一些大型促销活动结束后，因后续
工作跟进不足造成客源不甚理想，而此次通
过设立推广中心，与当地文化相融合、与当
地消费习惯相结合，更快、更便捷地服务当
地旅行商及游客，这将极大提升我省旅游推
广工作的实际效果。

此次举办“丝绸之路上的河南”系列旅
游推广活动，深度开发了欧洲入境游客源
市场。坚持把合作共赢贯穿到各个市场的
营销开发之中，每到一地都紧紧围绕共同
推介旅游产品和互为旅游目的地等合作事

宜进行深入洽谈和广泛交流，河南省中国
旅行社、郑州海外国际旅行社分别与瑞士
途易旅行社、德国中国之旅等主要旅游批
发商进行了合作洽谈，达成了互送游客的
合作意向。

通过该活动，我省搭建了与意大利、瑞
士、德国旅游业界交流与合作的有效平台，
对进一步推介我省丰富的旅游产品、巩固深
化旅游合作关系、提高我省旅游目的地的知
名度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不仅强化了以
郑州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开封清明上河
园为主的古都旅游产品吸引力，而且重点宣
传推广了我省“丝绸之路”旅游产品，期待能
让更多的欧洲游客了解美丽的河南，沿着

“丝绸之路”到河南旅游。

沿 着 丝 绸 之 路 到 河 南 旅 游
——2015年米兰世博会河南活动周旅游推介暨欧洲旅游推广活动成功举办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内乡：“三板斧”打造旅游名县
□ 朱天玉

在暑期的旅游热潮中，国家 5A级旅游区——开封清明上河园以浓郁的宋风宋韵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乘坐画舫船
游汴河成为该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吕桓宇 刘永海）

到河洛巩义 品百年葡萄
——康百万庄园 2015年葡萄节侧记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肖 航

日前，从国家工商总局商标
局获悉，河南省中原第一漂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漂集团”）
的“中原第一漂及图”被认定为中
国驰名商标。“中原第一漂”也由
此成为西峡县获得的第六件“中
国驰名商标”,也是河南省首家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的旅游企业。

据悉，“中漂集团”是一家集
景区、酒店、餐饮、娱乐等为一体
的综合旅游企业，旗下拥有国家
5A 级景区西峡老界岭、国家 4A
级景区西峡鹳河漂流和四星级
鹳河中州国际饭店、老界岭避暑
山庄。其中灌河漂流景区全长
12公里、落差 480米，是中原地区
开发最早、距离最长、规模最大、

最刺激的漂流项目，被誉为“中原
第一漂”，并在国家工商总局注
册。景区沿途有形象逼真的“九
龙滩”、令人神往的“跳舞滩”、有
惊无险的“金蟾滩”、温柔多情的

“沙滩浴”等急流险滩，成为游客
避暑消夏、休闲娱乐的首选目的
地。该景区曾荣获中国最佳漂
流胜地、中国最受欢迎旅游目的
地等殊荣。 （朱天玉 封德）

“中原第一漂”荣获中国驰名商标

“阿拉善”旅游推介会到郑州

位于郑州市西郊的奥帕拉
拉水公园不仅是亲水的乐园，更
是音乐与激情绽放的所在。7 月
25 日下午，Mix Up——麦响国
际音乐节启动仪式在奥帕拉拉
水公园举行，韩国歌手简美妍、
我省演艺圈代表及省会媒体代
表共同见证这一音乐盛宴。

“Mix Up寓意着‘混合’，包
括音乐表现形式、演出阵容的各种
混合。在休闲玩水之余，本次国际
音乐节涵盖各种因为音乐而衍生

出来的生活方式、娱乐趣味、创意
艺术等各种形式，让大家在享受品
质音乐以外，赋予更多新鲜、开放、
好玩儿的事物。”据景区负责人介
绍，本届音乐节融合了摇滚、民谣、
流行、爵士、嘻哈、电音等多种音乐
形式，将众多地区及国家的音乐进
行完美呈现。真正做到走出去、引
进来，打造一站式无国界音乐节。

9 月 11 日-13 日，奥帕拉拉
水公园 Mix Up——麦响国际音
乐节，不见不散！ （王闯）

郑州奥帕拉拉要举办麦响国际音乐节

西峡龙潭沟：

诗画山水中的清凉世界

游客在西峡龙潭沟尽情畅游

7 月 25 日，南召县猿人山森
林公园举行猿人山滑草、猿人峡
漂流项目开业庆典，省内数千名
游客、200 家旅行社代表等相聚
南召，共享清凉暑期。

据悉，万家园集团于 2007年
进驻南阳市南召县，先后投资近
13 亿元，建设了莲花温泉国际旅
游度假区、莲花湖、猿人山滑雪
场、猿人峡谷漂流等景区。新开
业的猿人山滑草、猿人峡漂流项
目，是万家园集团的又一力作。

猿人山滑草场培植了数万平方
米的高山草坪，拥有草地滑车、草
地越野车、溜索、悠玻球、骑马等
山地草原运动娱乐项目，是中原
地区的大型草原运动游乐场。
猿人峡漂流项目在海拔千米之
上，激情漂流带来笑声一片。

当日，同属万家园投资的莲
花温泉度假区举办了首届沙滩
音乐节。活动现场，DJ 摇滚、啤
酒大赛、皮划艇比赛等精彩内容
让观众目不暇接。 （朱天玉）

万家园漂流滑草项目火爆猿人山

既想体验新疆的狂野之
旅，又不想开几千公里的车怎
么 办 ？ 那 就 参 加“ 火 车 拉 汽
车 ”进 行 自 驾 游 吧 。 通 俗 地
讲，就是把汽车放在火车上，
达到重要节点后，把车卸下来
进行随意自驾。7 月 28 日，由
河南省旅游局和郑州铁路局
联合主办，河南自驾游俱乐部
联盟和中原铁道旅游集团承
办的“郑州至新疆自驾游汽车
运输班列”发车仪式在郑州东
站管辖的圃田站举行。

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 ，哈 密 是 河 南 对 口 援 疆 单
位，今年河南省旅游局响应党
中央“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
和国家旅游局“丝绸之路旅游

年”的口号，已经举办了一系
列以“豫哈丝路行”为主题的
旅游援疆活动，受到了当地旅
游 市 场 的 一 片 赞 誉 ，巩 固 了

“河南万人游哈密”的活动成
果。开行赴疆自驾游运输班
列，可以让更多的河南游客来
到哈密，感受哈密风情。

本次活动共有 35 辆私家
车参加，分为“色彩——视觉
盛宴西域风情”和“足迹——
传奇丝路甜蜜哈密”两条主题
线路，私家车 7 月 28 日搭乘火
车驶往新疆哈密，私家车主则
将于 7 月 30 日从郑州乘火车
出发，人、车将于 8 月 1 日在哈
密会合。

（李庆）

汽车“驭”见火车
自驾“豫”见新疆

——郑州至新疆自驾游汽车运输班列 7 月 28 日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