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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旅游

淇县：开启全域旅游新时代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李春阳

日前，淇县成功入围第二批“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淇县旅游
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日益兴起的大众旅游时代，全域
旅游发展战略使淇县旅游取得不俗成
绩。淇县文物旅游局局长邢培生说，近
年来，淇县旅游围绕提升品质、品位、品
牌的思路，按照全域打造、总体提升、转
型升级的目标，实现了经济新常态下的
强劲发展。据统计，2016年淇县旅游
收入、游客接待量再创历史新高，分别
比去年增长15%和18%。

全域旅游新思路
项目建设加速度

记者走进云梦山，群山、古树、军
坛、草原相映成趣，新山门通往古军校
的8公里的道路已经焕然一新，行走在
绿化后的环崖步道顿觉神清气爽……

大自然的厚爱和历史文化的眷
顾，赋予了淇县瑰丽多姿的旅游资
源。淇县提出加快构建“一体两翼”
（全域旅游为一体，旅游景区和乡村旅
游为两翼）战略格局，全区域、全要素、
全产业链发展，实现旅游业全域共建、
全域共融、全域共享的发展模式。

目前，总投资6.5亿元的卫国康氏
文化苑项目加速落地，使全球更多姓氏
宗亲有了寻根旅游的理由。大力实施云
梦山整体提升工程、加快推进朝阳山—
灵山小镇联创4A工作、积极配合《古灵
山景区发展总体规划》通过评审，全域旅
游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同时，淇县还
将围绕旅游规划、公共服务、智慧旅游、
产业扶贫带动、实施“厕所革命”等“八大
抓手”，为全域旅游发展注入活力。

方兴未艾乡村游
村民吃上“旅游饭”

美味飘香的特色小吃、浓郁醇
厚的民俗文化、旌旗飘扬的仿古街

巷……1月2日，记者在淇县西岗镇秦
街小吃街看到，这里的游客络绎不绝。

按照“全景淇县·全域旅游”的发展
思路，淇县编制了《淇县南太行古村落
群保护和美丽乡村旅游带发展总体规
划》，“乡村观光+生态休闲+文化体验+
产业脱贫”的“四位一体”乡村旅游整体
思路呼之欲出。秦街美食游、油城赏花
游、鲍庄生态游、石老公亲水游、纣王殿
登山游逐步成为游客“进农家、寻乡愁、
品古韵、赏风情”的绝佳旅游线路。

乡村旅游让贫困村民吃上了“旅
游饭”，“钱袋子”也鼓了起来。纣王殿
山花节、赵庄村荷塘月色、凉水泉石头
村落及民俗体验、灵山小镇音乐文化
节等休闲旅游活动风生水起，走到哪
儿都是美妙的风景、风情和风物。

宣传推介有高招
全域淇县引客来

在2016中国(郑州)世界旅游城市
市长论坛乐活旅游展上，淇县旅游吸

引了国内外游客关注的目光。
一系列营销活动的开展，引来了数

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围绕春节、清
明、五一、十一等旅游假日，祈福游、踏
青游、赏花游等休闲活动此起彼伏，云
梦山草原风情节、朝阳山登山节、古灵
山泼水节、摘星台比干文化节等轮番登
场，一次次催热了淇县旅游市场。

淇县旅游还跨入了央视科教频道
《地理中国》栏目，走进了高速公路、地
铁、社区、写字楼。眼下，无论您参加
国内旅游博览会、漫步在都市街头，还
是浏览《河南日报》等各大媒体，都能
感受到淇县的美……

全域旅游的恢弘乐章已经奏响，淇
县旅游的品牌力和影响力不断提升。

谈及下一步的工作，邢培生自信
地说：“今年是淇县‘旅游建设年’，淇
县将加快构建‘一体两翼’战略格局，
要让整个淇县成为处处有风景、时时
见风景的县域大景区，实现从‘景点旅
游’到‘全域旅游’的精彩跨越。”

□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顾晓光

顺利荣膺国家 5A 级景区，成为
韩国游客最爱的经典线路，旅游产品
精彩呈现，旅游发展助力百姓走向小
康……对于太行大峡谷景区来说，
2016年注定是一个丰收年。

1月 6日，太行大峡谷景区 2016
年经销商答谢会暨 2017年营销工作
会在河南天地粤海酒店召开，来自海
内外280余家旅行社和旅游专业协会
负责人出席了会议，并分享了太行大
峡谷带来的喜讯。

荣膺5A景区 宾客纷至沓来

2016年 11月 4日，红旗渠·太行
大峡谷景区荣膺国家5A级旅游景区，
安阳旅游再绘浓墨重彩的新篇章。

巍然屹立的群峰、雄浑苍劲的太
行神韵、醇厚质朴的民俗民风，吸引了
越来越多游客徜徉在太行大峡谷的美

景中，景区停车场来自京津冀鲁苏蒙
的外省车辆随处可见……

太行大峡谷被誉为“北雄风光最
胜处”，5A级景区的金字招牌使景区
如虎添翼，为当地旅游发展带来了好

“钱”景。答谢会上，太行大峡谷景区
对 2016年业绩突出的经销商进行了
表彰，奖励总金额870万元，这是该景
区连续五年向经销商发放现金红利。

壮美太行风情 韩国游客最爱

以太行大峡谷景区为核心的太行

山旅游线路，是《国家旅游业十三五规
划》确定的国家旅游风景道的重要组
成部分，发展成为韩国旅行商推荐的
中国十条经典旅游线路之一。

据悉，安阳市旅游局举办的“韩
国万人游安阳”活动已经成为叫响入
境游市场的知名品牌。2016 年赴太
行大峡谷的韩国游客稳定在 10万人
以上；同时，中国台湾及东南亚游客
增幅达 45%以上。随着南林高速太
行大峡谷收费站的正式启用，太行大
峡谷景区国际化的发展定位和趋势

日益明确。

拓展全域思维 助力转型升级

将景区作为核心吸引物，调动各
个旅游构成要素能动性的全域旅游思
维，也是太行大峡谷景区的发展特色
之一。

在颁奖仪式上，太行大峡谷景区
不仅将旅行社作为合作伙伴，而且给
景区所在地的酒店、餐饮和购物等配
套供应商颁奖，实属少见。

据太行大峡谷景区党委书记赵斌
介绍，2017年是太行大峡谷景区实现
跨越式发展的攻坚年，景区将开工建
设浮云顶客运索道、仙霞谷景区、“桃
花别院”乡村旅游示范园、太行山文化
艺术中心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工程，为
景区转型升级奠定基础。

到2018年，太行大峡谷景区在旅
游领域全方位发展的架构初步确立，
太行大峡谷景区的美好发展前期值得
期待。

太行大峡谷：全域思维 助推升级

看精彩的马戏表演、逛十里银滩黄
河灯会、赏梅花、品美味黄河大鲤鱼……
春节期间，孟津县备好了以“老家河
南·孟津过年”为主题的春节文化旅游
大餐，为游客带来独具魅力的乡村旅
游体验。

那么，来孟津耍吧！

卫坡：精彩马戏装点游乐大舞台

春节期间，卫坡将以大马戏、美
食、民俗三大特色活动为主，营造一个
欢乐、喜庆、祥和的春节游乐大舞台。

春节期间，来自周口市杂技马戏
团的惊险刺激、妙趣横生的演出亮相
卫坡，游客将欣赏到空中大飞人、大飞
轮、大马戏等绝活。其中，大飞轮项目
技术难度高、非常具有观赏性，曾在第
六届武汉光谷国际杂技节、第十届吴
桥国际杂技节上获奖。

银滩：黄河灯会照耀红火中国年

银 滩 农 业 休 闲 观 光 园 将 举 办
2017十里银滩黄河灯会，邀请来自四
川自贡的专业彩灯师，给游客带来精
美绝伦的视觉盛宴，再现古黄河祭祀
与上元观灯的盛况。2017十里银滩
黄河灯会构思巧妙、制作精巧，营造出
红红火火、喜气洋洋的春节观灯氛
围。“生态宝贝迎宾系列”灯组和“硕果

累累”灯组，以蔬果为彩灯形象，突出
企业的生态文化。“雄鸡唱晓”“鲤鱼跃
龙门”寄托百姓对美好生活的祝愿。

特色文化活动带来浓浓“年味儿”

孟津春节系列活动通过游景点、
逛庙会、品美食等系列精彩活动，让游
客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其中，孟
津县城作为游客的集散地，将举办城
关镇美食节，小碗汤、绿豆不翻儿、羊
肉汤、卤肉、胡辣汤等特色美食，让游
客大饱口福。洛阳禅墟寺将举办2017
洛阳梅花节，万株梅花悉数绽放，为寒
冬带来缕缕芬芳。此外，大河古渡文
化园将推出“游古渡庙会、吃野生鱼
宴”系列活动，再现古渡口的繁华。

这个春节，带上家人朋友来孟津
耍吧。

（闫崇伟）

十里银滩黄河灯会

1月 8日，济源市大峪镇王庄村
热闹非凡，济源市首届黄河鲤鱼食
神争霸赛在这里举办，身怀绝技的
名厨们齐聚黄河小浪底北岸，切磋
黄河鲤鱼的烹饪新技法。游客也从
四面八方汇聚，争先恐后品尝黄河
鲤鱼的鲜美。

上午9时，济源市首届黄河鲤鱼
食神争霸赛正式开幕，共有26支济
源市知名餐饮酒店、特色山庄以及
乡村农家乐厨师组成的代表队同场
竞技。参赛选手们纷纷拿出看家本
领，为大家献上一道道美味佳肴。
煎炒蒸炸中，菜品花样百出，锅铲翻
飞间，尽显高手本色。既有鲤鱼焙
面、红烧鲤鱼、鲤鱼跃龙门等传统鲤
鱼名菜，又有火炎石烹丝瓜黄河鲤
鱼、柠檬酸菜鱼、茄汁菊花鱼等创新
做法，有的摆盘精美绝伦，充满视觉
震撼力；有的做法别具一格，充满嗅
觉诱惑力；有的运用秘制酱料，充满
味觉冲击力。最终金、银、铜奖名花
有主。

选手们的菜品受到游客热捧，
每道菜一出赛场便被一扫而空。午
餐时间，香喷喷的鱼肉汤烩菜让人
赞不绝口。

据悉，本届争霸赛旨在激发农
家乐的发展，宣扬黄河美食文化，为
大峪镇旅游发展再添新活力。

（张元刚）

汝阳西泰山景区,山清水秀、风光秀丽、山势纵横交错，动植物资源丰富，是一个健身、养生、休闲的天然好
去处 郭万章 摄

近日，第六届中国·鄢陵蜡梅梅
花文化节暨第二届网络温泉旅游节
拉开帷幕，许昌推出踏雪赏梅泡温泉
的冬季旅游产品，诚邀更多游客走进
许昌赏花泡汤。

本次温泉节活动由许昌市旅游
局主办，时间截止2月 28日，节庆期
间共推出“花泉巡礼”“泉泉相联”“花
泉论道”“泉新泉意”“泉民有约”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新春节庆活动及让
利于广大“泉民”的优惠政策，精彩纷
呈，惊喜连连。

多年来，许昌市依托丰富的生态
资源，以温泉旅游开发为突破口，使
生态休闲旅游业得到了全面快速发
展，已经开始迈向景观化、休闲化、品
味化。尤其是开发建设的花都温泉
小镇、花溪温泉、大正云锦温泉、金雨
香草温泉度假区等多家温泉休闲旅
游产品，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和追
捧。这不仅丰富了许昌旅游产品结
构，也增添了许昌冬季休闲之旅的魅
力。

（杨向辉）

1月 8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指
导、旅业家传媒主办，中华行旅游联
盟协办的首届“中国旅业融合发展高
峰论坛”在郑州举办。

论坛以“战略谋发展·携手赢未
来”为主题，参与本次论坛的有中国
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国家旅游局改
革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贾云峰等业
内领导。来自华中等地区的 300家

旅行社以及河南省市旅游局、景区、
酒店等旅游行业相关单位参加了本
次论坛。同时，此次论坛还汇集了来
自旅游行业各个相关领域的企业领
袖及专家学者，针对旅游产业如何融
合发展与 2017年面对新机遇、新挑
战等众多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与探
讨。

（朱天玉）

春节期间，绿博园将举办 2017
中原文化大庙会，给你一个地地道道
的中国年。

据了解，本届庙会将于1月28日
（正月初一）开始，2月 12日（正月十
六）结束。其间，会有众多演绎轮番
上阵，新春祈福大典；中原食饺大赛；
千人剪纸等你来；西平大铜器的气势
磅礴；傩舞的古老神秘、祈福纳祥；彰
显华夏武魂魅力的武术表演；具有异
域风情的俄罗斯歌舞表演；民间传统
杂技绝活展演；艺术瑰宝——豫剧折

子戏表演；狮王闹春、二鬼摔跤、花舞
（闹秧歌）、狮龙斗蛛、耍中幡、数来
宝、木偶戏表演、皮影戏表演、极速飞
车表演、快乐嘉年华、中原美食大比
拼等众多精彩活动倾力加盟绿博园
中原文化大庙会。

同时，绿博园将在园区推出鸡年
文化展、朱仙镇木版年画展、传统宫
灯展、根雕展、钧瓷展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让您览尽众多演绎，玩转新
年。

（刘瑞）

春节假期就要到了，郑州方特旅
游区“方特中国年”即将欢乐开启。
届时，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滑稽总动
员”、方特梦幻王国“新春大庙会”、方
特水上乐园“新春灯会”三园同庆，共
迎新春，让您和家人轻松共享欢乐时
光。另外，正月初一到初六、正月十
五到十六，郑州方特欢乐世界和方特
梦幻王国推出“合家欢套票”，游客可
享受“两大免一小”的门票优惠。

方特欢乐世界“方特滑稽总动

员”不仅有新年红包大派送，财神开
门迎新春，还有马戏嘉年华、魔幻泡
泡秀、爆笑魔术、动感攀爬车等精彩
不停。方特梦幻王国“新春大庙会”
活动丰富多彩，声韵铿锵的绛州鼓乐
让新春热闹起来；舞龙舞狮，龙争虎
斗欢乐上演。方特水上乐园“新春灯
会”把传统制灯工艺和现代科技紧密
结合，点亮这个春节。传统推铁环、
打陀螺民俗活动，带你重温童年的记
忆。 （徐二伟）

精彩马戏亮相卫坡 黄河灯会点亮银滩 特色活动异彩纷呈

春节 来孟津耍吧

战略谋发展 携手赢未来

郑州绿博园 民俗闹新春

梅开花都 香泉有约

方特中国年 三园齐欢乐

雪落山间 扮一个童话世界

近日，河南的太行山、伏牛山等地连续降雪，带来了一个个晶莹剔透的梦
幻世界。白雪飘扬，银装素裹，玉树琼枝巧妙地点缀于山野之中，处处彰显其
壮丽、幽雅、恬静。天地之间浑然一色，加之云海浮现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构
成了一场极致的视觉盛宴。

白云山自
驾游小镇：漫山
满树的千姿百
态，满目的玉树
琼枝巧妙地点
缀着白云山下
的冰雪乐园。
（张相正 摄）

新乡南太
行：无论怎样
的画笔，都描
绘不了南太行
的风情。雪扮
太行，是一种
让人情有独钟
的画面。

（新宣 摄）

济源：

鲤鱼食神争霸
热气腾腾开赛

淅川有奖征集旅游口号

为进一步准确、鲜明地打造淅川
旅游形象品牌，扩大淅川旅游在海内
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即日起至4月
1日，淅川县面向海内外征集“淅川旅
游形象主题口号”。奖项设置为一等
奖 1条，奖励 2万元；二等奖 2条，各
奖励 3000 元；三等奖 3 条，各奖励
1000元。优秀作品奖20条，各奖励
300元。

应征作品须紧扣淅川旅游发展

的战略定位和特质，能够反映淅川旅
游的优势、特色和品位，并体现淅川
旅游的独特性、差异性，具有较强的
震撼力、吸引力和启发性，成为淅川
旅游的理念识别。作品须为原创、未
发表过。字数一般不超过 12个字。
应征者对应征作品要作尽可能详细
的说明和阐述。投稿者可登录专题
网站 xclykh.01ny.cn,点击右上角

“投稿”后进行报名提交。 （天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