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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峡恐龙遗迹园位于西峡县丹水镇，主
要由地质科普广场、恐龙蛋化石博物馆、恐
龙馆、恐龙蛋遗址、仿真恐龙园、嘉年华游乐
园、龙都水上乐园和龙都宾馆组成，是一个
集科普、观光、娱乐、休闲、科研于一体，将原
始和现代紧密结合的大型恐龙主题公园。

西峡恐龙遗迹，属于白垩纪断陷盆地沉
积。西峡出土的恐龙蛋化石数量之大、种类
之多、分布之广、保存之好，堪称“世界之
最”，被誉为继秦始皇陵兵马俑之后的“世界
第九大奇迹”。富含恐龙元素的娱乐设施带
领我们回归现代，让您徜徉神秘而多彩的恐
龙乐园。

龙在中国，根在西峡，西峡恐龙遗迹园
欢迎您！

龙在中国龙在中国 根在西峡根在西峡
旅游热线：0377—69778999/666 网址：www.klyjy.cn
行车路线：郑州—郑尧高速—二广高速—沪陕高速—西峡丹水出口

国家AAAAA级景区 世界第九大奇迹

西峡恐龙遗迹园 欢迎您
暑期开始啦，快快走进西峡恐龙遗迹园吧！在这里，

您不仅能探秘恐龙奥秘，与恐龙近距离地嬉戏，还能畅游
水上乐园，体验水世界的冰爽魅力。同时，景区新增了与
恐龙相关的参与性项目，期盼着您的参与！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0377-69778999

焦作云台山：
天瀑再现雄姿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旅游是什么？旅游是从一个你呆腻
的地方，到一个别人呆腻的地方去。

全域旅游怎么看？就是要为旅游者提
供配套服务、为旅游发展提供空间支持。

张辉，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
员会副主任。关于全域旅游发展，他从
学者角度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改革开放，旅游业率先打开大门

国家旅游局关于全域旅游的概念一
经提出，就引起了业界的广泛热议。在
张辉看来，全域旅游是由“全”和“域”两
个词组合起来的。“全”，是否需要全要素
发展，“域”，是否要限定在一个特定的区
域之内？围绕着这两个问题，出现了不
同的声音和看法。

张辉认为，全域旅游的提出，是中国旅
游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中国旅
游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大到全的过程，也是
一个不断产业化的过程。上世纪80年代
初，我国确立了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
策。有两个难题需要解决，对外开放需要
外国人了解中国、需要外汇通道和储备。
中央确定，这两个难题都通过旅游作为突
破口。我国第一个外资企业就是北京建国
饭店。作为当时的国家战略，旅游业率先
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并逐渐形成了以
入境旅游为重心、以旅游线路为依托、以主
要景区为骨干、以观光旅游为核心、以旅行
社为运行方式、以获取外汇为目的这样一
种运行模式，但旅游业还尚未形成产业。

增速迅猛，旅游经济还在常态发展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旅游已经形
成了大旅游发展格局。国内旅游、出境
旅游、入境旅游三大市场共同发展。中
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出境旅游大国、第三
入境大国，形成了大旅游格局。一个有
意思的现象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但旅游业还在常态高速发展之中，形成
态势差。出境游每年递增 20%，国内游
每年递增10%,大量的资本、技术开始流
向旅游业,万达等一大批民营企业介入
旅游发展,必须要把旅游的空间打开，容
纳这些投资。另外，旅游业态变多，互联
网时代下，传统的旅行社、酒店控制率已
在市场占有率中微乎其微。自驾、休闲
度假、民俗等新方式层出不穷，观光旅
游、度假旅游、研学、养生等旅游方式多
变，形成了以国民旅游为中心、以主要城
市为依托、以区域旅游为网络、以度假和
观光旅游为核心、以散客自驾等为运行
方式，以获取综合的经济效益为目的的
一种格局。再用小旅游的发展格局应对
这个市场就无法适应。

全域旅游，城市要有旅游规划

但大旅游的发展，如果没有空间的
发展是难以实现的。张辉认为，旅游的
消费实质是一个空间消费。必须要有
空间作为依托，仅仅依托景区已经远远
不够。因此不但要解决旅游产业问题，
也要解决空间发展问题。一个城市的
规划不仅考虑生产、生活、商业规划，也
要围绕移动者、旅游者考虑旅游规划，
才是旅游城市，才更适合发展全域旅
游。比如自驾已成为旅游主要方式，但
风景道、高速服务区、旅游用地问题、汽
车租赁体系等都需要围绕旅游进行全
域规划。

像法国巴黎、上海等城市已是先行
与受益者。上海人很聪明，本身没有旅
游资源，但周边江浙地区有丰富的资源，
白天通过一日游运送到乌镇等地方去，
晚上回到上海进行消费。

基于此，张辉认为，全域旅游发展，
必须以城市为核心，必须要有旅游功能
这样的定位，要从旅游战略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思路去发展。

开栏的话：
今年年初，国家旅游局提出全域旅

游的发展战略，改变了过去以景点景区
为主的发展思路。并公布了首批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名单。我省郑
州、济源、林州、栾川、嵩县、修武、博爱、
西峡、新县、信阳市浉河区 10家县市区
入围。那么，与传统景点旅游模式相比，
全域旅游有哪些不同？我省发展全域旅
游的实践中，出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亮
点？本版从今日起，刊发系列文章，从专
家声音、领导意见、地方实践等各方面，
对全域旅游进行全方位解读。

发展全域旅游，城市要有旅游功能
——访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张辉

2016年，安阳市被国家旅游局授
予首批“中国研学旅游目的地”，研学旅
游品牌正在助推安阳旅游转型升级。

7月19日，虽然安阳市遭遇强降雨
突袭，但恶劣的天气却未影响学子们的
研学步伐，来自深港澳台的600名学子
齐聚殷墟，开始一场文字寻根之旅。这
是安阳市研学旅游走向国际化的首趟专
列，也是今年安阳市旅游局主办的“火车
向着安阳跑”大型专列游安阳活动继上
海、山东、内蒙古专列的第四趟旅游专列。

当日上午，由于天气原因，学子们
未能亲临红旗渠，但主办方在车上动情
地为学子们讲述了红旗渠的故事，使当
天雨中研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

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州红旗渠。红旗渠
要从陡峭的悬崖绝壁上穿过，必须凿通
一条长达 600多米的隧洞。300名优
秀青年组成突击队，靠野菜、河草充饥，
以愚公移山精神，将洞凿通。因此取名

‘青年洞’……”
听着导游员的讲解，来自台湾的学

生蔡秉宏表示，这次没能亲临红旗渠非
常遗憾，以后一定要来认真感受当年林
县人民风餐露宿、顽强拼搏、誓与太行
比高低的精神。

当日下午，专列伴随着阵雨来到殷
墟，四地学子在中华民族薪火传递的圣
地伏案起笔，临摹甲骨文。

安阳师范学院老师苗利娟对学子
们讲述了 3000年那个辉煌的商朝，如

何屹立四大文明古国。来自深圳的刘
宇航同学找到了自己姓氏的甲骨文，并
深刻体会到“同根同源”的深刻含义。

“此次深港澳台研学游专列是安阳
市今年第一趟研学游专列，也标志着安
阳市研学旅游走向国际化的开端。”

据安阳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近
年来，安阳旅游逐渐形成了以红旗渠为
首的红色精神研学、以殷墟为首的历史
文化研学和以太行大峡谷为首的地理
写生研学三大基地，羑里城、马氏庄园
等国学文化研学和太行屋脊、万泉湖等
拓展培训研学也各具特色。

随着安阳旅游产品竞争力的不断
加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团队纷至沓
来，开启寻根之旅。 （窦悠然）

7月 24日，在济源五龙口，3000多
只野生猕猴迎来了猴年的“百果盛宴”，
吸引了来自河北邯郸、江苏徐州及周边
地市的游客前来“猎奇赴宴”，单日游客
量高达8000多人。

据悉，本次“百果盛宴”用了10多种
8000余斤时令果蔬来打造，哈密瓜、西
瓜、苹果、桃子、菠萝等琳琅满目的时令
水果摆满整个舞台，在景区“猴王”的一
声吆喝下，猕猴们开始轮番上阵享用属
于它们的“自助大餐”。

据了解，五龙口生活着中国最大的
猕猴群落，也是世界上纬度最北的猕猴
群。 （李虹澄）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李垒杰

在洛阳白云山的神秘森林，洋溢着
梦幻的气氛。

7月21日，Rebecca时尚假发2017
趋势发布在白云山森林氧吧上演。当
晚，气质女神张雨绮、当红花旦刘诗诗、
人气歌手吉克隽逸、影视新星郭晓婷等
汇聚“中国最美的地方”，与时尚达人、潮
流先锋等，共同见证以“神秘森林，肆意

‘发’梦”为主题的“顶”上时尚盛事。

回归自然 演绎“顶”上时尚盛事

此刻的白云山神秘、浪漫、清凉无
比。张雨绮、刘诗诗、吉克隽逸、郭晓婷
依 次 盛 装 出 场 ，正 式 开 启 Rebec-
ca2017趋势发布。

整场发布演绎日渐斑驳的自然风
貌与现代文明的奇妙关系，它们此消彼
长却又生生相息，诞生不可捉摸的美
感。风雪中，自然之美首发开场，轻灵、

优雅，精灵般的波浪长发无拘无束，仿佛
回到纯净的时空中；伴随着雷声，“金色
之雨”象征的人工浪潮席卷而来，线条凌
厉冷艳，带出别样的美感；时空转换，纯
粹简约的造型交织出相互依存的美感，

“美妙共生”的状态就此诞生。

白云山间 开启缤纷度假生活

七月酷暑天，白云山却清凉无比。
这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人间仙境。

玉皇顶、九龙瀑布群等，堪称“中原山水
大观”；世界上最大的千年银杏林最适合
休闲养生的地方。面对大自然亿万年沧
海桑田造就的美景，众星赞叹不已。

白云山充满了时尚新生活气息。
2014年 9月河南瑞贝卡集团入主白云
山，制定了投资近百亿的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项目规划，构建云巅小镇度假新生
活，目前蓝图正逐渐变为现实。

Romantic森林度假木屋，依偎着白
云峰；Relax北欧风情街，云巅的欧洲小

镇，连接森林度假木屋酒店和中心服务
区，酒吧、KTV、餐饮小吃一应俱全；白云
湖畔的Cloud咖啡屋，让人在咖啡浓香
里获得度假生活的优雅宁静……

在神秘的森林深处，Rebecca正在
奏响天然的自然颂歌。

7月 23日，近万名游客汇聚洛阳栾
川重渡沟景区竹林旁，同场竞技吃西瓜，
共享夏日清凉。

“挑战吉尼斯万人吃西瓜”是由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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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重渡沟第八
届音乐啤酒狂欢节第三期主题活动。当
日重渡沟热闹非凡，摆满诱人西瓜的小
方桌次第摆开，游客们热情参与，现场妙
趣横生。有“推土机”式扫荡吃法，有“生
猛”地大口吞咽，有小朋友萌态啃瓜表情
十足……真是吃得爽快，玩得畅快，赢得
痛快。 （张莉娜）

7月 2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
会鬼谷子分会、台湾鬼谷子学术
研究会、鹤壁市鬼谷子文化研究
会共同主办，淇县云梦山鬼谷文
化院承办的2016海峡两岸鬼谷
子文化交流大会在云梦山景区
召开。来自海峡两岸的 200 余
名专家学者代表和鬼谷子文化
研究会成员参加了交流会，就鬼
谷子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

深入交流，对鬼谷子文化未来发
展进行了展望和研讨。

淇县作为鬼谷子文化发源
地，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做出了
积极贡献。2016海峡两岸鬼谷
子文化交流大会的举办，将进一
步提高淇县文化旅游知名度，进
一步增强对海内外广大游客的
吸引力，极大促进淇县文化旅游
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张小燕)

淇县：海峡两岸共同交流鬼谷子文化

7月 21日至7月22日，由三
门峡市陕州区旅游局主办，于陕
州区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夏秋季
旅游线路推介会。与会的50多
家媒体、旅行社参观了翡翠丽池
温泉度假酒店、二仙坡绿色果业
有限公司、陕州地坑院、三门峡
河之南文华酒店等，对陕州独特
的旅游资源给予高度评价。

近年来，陕州区主动适应
“大众旅游”新趋势，全力打造成
为三门峡主城区旅游发展的核

心区、黄河金三角区域中心城市
新城区、中原温泉养生休闲文化
名城。目前，陕州区已经初步形
成了东、西、南三条旅游线路。
东线有以空相寺为代表的文化
古迹游；西线有以春天置业翡翠
城、高阳山温泉商务会议度假区
为代表的矿温泉休闲度假游；南
线有以“天然氧吧”之称的甘山
森林公园、“人类穴居活化石”之
称的地坑院为代表的山水生态
和民俗文化游。 (吴妍佩)

7月 21日，洛阳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组织的全市旅行社工作
会议传来消息，1—6月份，洛阳
市接待游客总人数5734.66万人
次，同比增长 9.32%。同时，对

“引客入洛”成效突出的4家旅行
社予以表彰奖励。

今年初，洛阳市出台了《关
于加快洛阳旅游产业发展的若
干奖励扶持意见》，对在创优创
标、管理服务、市场开拓等方面
成效突出的旅游企业予以奖励
扶持。半年多来，洛阳市旅行社

行业加强外联内接，统一组织参
加厦门旅游推介会、丝路起点发
展合作对接会等促销活动，扩大
与旅行企业的战略合作。按照
奖励扶持政策规定，洛阳市旅发
委对荣获“国内游客旅游大巴
奖”的洛阳市艾洛甲旅行社予以
3万元奖励，对荣获“引客入洛鼓
励奖”的洛阳永安国际旅行社、
洛阳路仕达国际旅行社分别予
以5000元的奖励，对荣获“旅游
创新管理奖”的洛阳天天旅行社
予以5000元的奖励。（朱天玉）

近日，来自襄阳、许昌、漯
河、信阳、驻马店、平顶山鄂豫六
地市近50家旅行社组成的旅游
采风团欢聚南阳,实地踏勘南阳
特色文化精品旅游线路。

采风团成员分别奔赴南阳武
侯祠、汉画馆、中国（南阳)玉文化
博物馆，感受南阳诸葛文化的魅
力，品味汉代文化的厚重。在中
国玉文化（南阳）博物馆，采风团
领略了南阳玉文化的博大精深。
在玉文化博物馆还先后参观了烙

画大师工作室、玉雕大师工作室，
欣赏了“玉声乐团”的演奏、参观
了玉器精品展销大厅。采风团表
示，南阳文化底蕴丰厚，特色明
显，以后要加强合作交流，共同促
进多地文化旅游共同发展。

此次采风活动在进一步拉
长旅游链条的同时，将南阳的诸
葛文化、汉文化和玉文化串成
线、连成片，形成一张南阳文化
旅游的大名片，打造了一条南阳
精品文化旅游线路。 （朱天玉）

7月 20日，西峡县旅游局对
外发布公告，宣布从7月20日至
10月 30日，面向国内外征集微
电影大赛活动，不限个人或社会
团体。比赛设置一、二、三等奖，
优秀奖，入围奖。其中一等奖奖
金高达150000元。

据悉，本次微电影征集以“美
在山水、乐在休闲、福在养生、悟在
文化”为主题，参赛者登录西峡旅
游网（www.xixialy.cn）下载并
填写报名表，另附主创人员的资
料，发送至组委会指定电子信箱。

报名成功后，参赛者提交剧本大
纲到大赛组委会进行审核。之
后，将实物资料报送和电子资料
报送形式报送作品，参赛者还要将
所提交的参赛作品上传到百度视
频、腾讯网、西峡旅游微信平台等
进行推广，将有关网络浏览路径提
交大赛组委会。同时，参赛作品将
被录入在西峡旅游微信端进行展
播。最后，根据网络人气和作品
质量，选定入围作品；再由大赛组
委会组织评委集中观看展播打
分，确定最终奖项。 （朱天玉）

7月22日，云台山景区开园，经过雨
水的洗礼，云台山更有魅力。 （朱天玉）

神秘森林秀时尚 众星云集享清凉

洛阳重渡沟：
同场竞技吃西瓜

济源五龙口：
千猴共赴“百果盛宴”

洛阳：重奖“引客入洛”旅行社

南阳：迎来鄂豫六地市旅游采风团

西峡：开展微电影征集大赛活动

芒砀山旅游区2014年12月
顺利通过国家5A级景区景观价
值评审，创建 5A旅游景区进入
倒计时。

目前，芒砀山旅游区已累计
投入旅游服务基础设施资金3亿
多元。其中道路建设与旅游区
依托镇区环境改造 1.3 亿元以
上，汉梁王陵、大汉雄风、汉兴
源、地质公园等服务基础设施建
设接近2亿元。其中新建和改造

旅游区内外道路20多公里。对
部分街区进行了环境提升。重
新建设了新的一二三级游客服
务中心，扩建停车场3处，新建和
提升旅游厕所 15座；对旅游区
的游览设施、安全设施、标志标
识，卫生休息设施、智慧旅游系
统、绿化等进行全面提升，今年9
月中旬将全部完工，累计服务设
施总投资超过1亿元，整体创建
工作有序进行。 （朱天玉）

商丘：芒砀山5A创建进展顺利

三门峡：陕州区推出夏秋旅游线路

火车向着安阳跑 风雨难挡寻根路

Rebecca时尚假发趋势发布现场

7 月 19 日,一场暴雨的洗
礼，抚平了盛夏躁动的热浪,也
使恐龙之乡的龙潭沟展现出动
人的姿态。目前，西峡龙潭沟旅
游度假区进行泄洪沉淀后，已恢
复正常游览接待。

有人说，“最美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来西峡龙潭沟欣赏雨
后的群瀑跌宕的震撼。”暴雨过
后，西峡龙潭沟旅游度假区带给
游客的，是别样的美景。

放眼望去，湛蓝的天空，润
润的空气，满目的清新诗意。侧
耳倾听，一道道瀑布，轰鸣直
下。在水雾朦胧中，潭中激起层

层水花，在阳光下幻变为五彩缤
纷的水珠。群瀑争流，奔泻而
下，蔚为壮观。

青山黛石叠瀑，密林吐翠，
百鸟飞歌……盛夏约起，让我们
携手走进西峡龙潭沟旅游度假
区这幅“清泉石上流，人在画中
游”的水墨画卷。 （张莉娜）

龙潭沟：飞瀑流泉呈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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