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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在河南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垃圾不落地垃圾不落地 文明要传递文明要传递

□本报记者 刘春香

2月 27日，国家旅游局在北京
举行2017年新晋5A级旅游景区颁
牌仪式，芒砀山正式晋升为国家5A
级景区，永城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
中华代表芒砀山旅游区接受国家旅
游局局长李金早授牌。

芒砀山在永城，“汉兴之地、能
源之都、面粉之城、生态之市、长寿
之乡”是永城的五张城市名片。汉

兴之地指的就是芒砀山人文历史资
源。芒砀山位于豫、鲁、苏、皖四省
交界处，交通优势明显，覆盖4亿旅
游人口。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地下西汉王陵墓群、汉高祖刘邦斩
蛇处、大汉雄风景区、芒砀山地质公
园、陈胜王陵、孔夫子避雨处等景
点。西汉王陵内出土的国宝级文物

“四神云气图”“金缕玉衣”等中华瑰
宝交相生辉。并有体验礼仪、体验
印刷、体验造纸和傩舞演义。除此

之外，芒砀山还拥有地质公园、生态
园等多种旅游业态。

升为5A级景区后，芒砀山将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联动区域内的日
月湖、陈官庄等旅游景区，包装推出
十大精品旅游路线供游客选择。其
中包括踏青赏花游、汉文化研学游、
汉文化探秘游、祈福庙会游、清凉避
暑游、亲子采摘游、国学夏令营、拓
展训练营、舌尖上的芒砀山、红色旅
游线路。

□本报记者 刘春香
本报通讯员 王海新

近日，新乡八里沟景区高分通过
国家 5A景区景观质量评审，列入了
创建国家 5A级旅游景区预备名单，
这标志着八里沟景区创建5A级景区
取得了入门券，离 5A级景区的门槛
又前进了一大步。

创建 5A需要全局总动员，以坚
定的信心贯彻目标。2015年，新乡市
政府确立了八里沟景区三年创建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的目标。两年多
来，新乡严格按照国家 5A景区创建
标准和评定细则，不断指导完善八里
沟景区软硬件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
从游客中心、旅游交通、游览线路、旅
游安全、配套设施等多个方面进行提

档升级，扎实推进“厕所革命”和智慧
景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创建 5A,提档升级是关键。八
里沟景区高度重视环境质量与服务
设施的提升，投资建成八里沟大型游
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完成八里
沟商业服务楼和松树坪风情小镇等
特色购物街区的提升改造；完成电子
门禁系统、智能监控系统、智能广播
系统、GPS车辆调度系统等智慧旅游
建设项目。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
步道、桥梁、仿生态栏杆、安全防护设
施、观景休息设施等游览设施。

5A级景区的创建与景区全体员
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此，景区
组织多次针对管理、服务、销售、接
待、安保、卫生等相关岗位知识及工
作礼仪的培训，瞄准5A目标，苦练服

务本领，不断提升景区核心竞争的软
实力。近日，景区再次召开动员大会
和推进会，锁定5A创建的目标，按照
创建工作方案和计划任务，细化工作
任务，强化责任目标，全面打响创建
国家5A级景区工作的攻坚战。

在创建过程中，“旅游厕所”是个
硬杠杠。景区积极依托本地旅游资源
特色，加强厕所设计的景观化，加快推
进“旅游厕所革命”，将厕所建设作为
景区提升的重要部分，让旅游厕所变
成旅行中的一道风景线。截至目前，
共计提升改造旅游厕所 29座，借助

“旅游厕所革命”，推进新乡南太行旅
游度假区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和
人性化服务提升，为八里沟景区创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打下坚实基础。

上下同欲者，胜！为了统一认

识，厘清差距，2月25日上午，邀请国
家 5A级景区评审专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旅游与休闲研
究室主任、研究员戴学锋教授，为全
市旅游工作者进行国家5A景区创建
和A级景区管理专题培训。通过培
训使与会者清醒认识到目前的状况
与 5A标准还有相当差距，各级各部
门及创建主体抓紧围绕标准，提升品
质，争取达标。景区建设与发展必须
要不断提质增效，满足游客合理的旅
游感受，只有景区每位工作人员尊重
自己的工作，忠于自己的工作，在平
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才能
让景区5Ａ创建工作圆满完成。

2017年，是新乡旅游撸起袖子大
干的一年，全市将以5A创建为抓手，
全面推进新乡旅游发展。

拿到牌照 芒砀山正式晋升5A景区

决战决胜 新乡旅游全力冲刺奔5A

大山被鸟儿唤醒，树木穿上绿
装，花朵也不甘寂寞，含苞待放……
不知不觉中，春天已经来到我们身
边。春光正好，女神的加入为山水增
添了更多色彩。

“三八”女人节来临之际，河南的
旅游景区开始欢呼，免票、半价、活动
等，扮靓着多彩的季节。啥也不说
了，快跟着女王畅游老家河南吧。

洛阳老君山景区：
3月8日—3月12日，老君山景区

对全国的女士免门票（门票100元/人）;
3月31日之前，仍然执行淡季门票价格
（门票100元/人），4月1日至10月31
日，门票执行旺季价格（120元/人）;中
灵索道全年执行票价130元/人。

洛阳白云山景区：
3 月 4日—3月 12日，所有游客

享受门票半价优惠，3月 8日当天所
有女性免门票，男士门票半价，一位
女性可以免除同行一位男士门票。

洛阳鸡冠洞景区：
活动内容：3月8日当天，女士享

受半价优惠。

焦作青天河景区：
3 月 1日—3月 10日，青天河景

区面向全国游客执行女士门票半价
（35元/人）的优惠政策。

3月 8日当天，青天河景区面向
全国游客执行女士门票全免（需购保
险）的优惠政策。

安阳太行大峡谷景区：
3月 4日—8日来太行大峡谷的

女士免门票，随行男士执行门票半价
优惠。

巩义康百万庄园：
曾获得（县）市级以上“三八红旗

手”“女劳模”，凭获奖证书和本人身
份证在 3 月 8 日当天享受免票“特
权”；凡3月8日出生的女士及结婚的
夫妇，在当天凭身份证或结婚证则可
免费游览；所有女性在 3月 8日当天
均可享受门票五折优惠。

巩义杜甫故里：
3月 8日出生的女士凭身份证免

费参观；“三八红旗手”凭有效证件免
费参观；男女同行参观的游客，女士
免费，男士半价。

巩义浮戏山雪花洞：
3 月 8日当天,女性朋友到景区

游览，免景区门票，男性朋友半价优
惠；3月 8日—12日女性朋友门票五
折优惠。

巩义青龙山慈云寺：
3月8日当天，女士免票。

巩义石窟寺：
3月 8日当天，前38名女性游客

免费参观。其他女性游客门票半价优
惠，同行男士门票半价优惠；持市级以
上“三八红旗手”获奖证书、“女劳模”
获奖证书的女性游客凭证免费参观。

郑州方特：
3月 4日—3月 8日，凡女性入园

即可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其间，郑州
方特开设了一系列女神特权活动，不
仅在园外售票处设置了“女神购票窗
口”，还在检票口设置了“女神专属通
道”，同时在园内餐厅设置了“女神专
座”，让女士免去排队的烦恼。此外，
在游玩项目时，同一批次体验的游客，
女士还拥有优先选择座位的权利。

这两天，郑州绿博园的梅花迫不及待
地展露芳容，柳绿花红的美景次第掀开序
幕。爱郊游、踏青、赏花的你想来场近郊
游，那就得首选郑州绿博园了。

今年由于气候适宜，绿博园里的梅花
陆续开始盛放，3月初前后最为旺盛，可持
续到3月中下旬。根据花色，园里盛开的
梅花可分为白碧垂枝梅、绿萼梅、朱砂(红
梅)、宫粉(粉红)、玉蝶、黄梅等几种，其中以
双色梅最为吸引人。

盛开的一树树梅花，迎春怒放，竞丽
争艳，繁葩似雪，花海荡漾，蔚为壮观，为
今年绿博园的春色画上第一抹浓彩。围
观拍照的游客们你一言我一语，一边拍
照，一边学着分辨梅花品种。

据工作人员介绍，梅花的最佳观赏区
域在北广场东侧的赏花区、五号服务中心
河坡、晋城园等。除了梅花正盛，迎春、玉
兰也将相继绽放。 （刘瑞）

2月 21日下午，以“黄山奇景美天
下 油菜花海古徽州”为主题的黄山旅
游推介会在郑州举行。据悉，3月中旬，
以郑州游客市场为中心，黄山旅游将联
合徽黄旅游集团在郑启动“黄山奇景美
天下 油菜花海古徽州”大型黄山春游
活动。届时，将有2万多名河南游客共
览黄山奇景，同赏徽州春色。

推介会上，黄山风景区、徽黄旅游
集团、黄山映象相继介绍了春季旅游产

品，重点介绍了 2017年围绕穿越黄山
梦幻景区——西海大峡谷为主题的北
线南下、西线北下户外探险及西递婚
嫁、石林花海婚纱摄影、花海骑行、年猪
饭等特色产品线路。黄山旅游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赵晖说，随着郑徐
高铁的开通，河南游客到黄山旅游更加
便捷，会有更多的游客选择到黄山来感
受“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的美妙佳境。 (张莉娜)

水清河美，情系万家。2月24日，郑
州邙山渠首至枯河段新输水干渠实现主
体工程通水。该工程的通水，将进一步
完善郑州市生态水系网络，助推全市“水
清河美”行动和全市水生态文明建设。

郑州邙山提灌站始建于 1970年，
全长 26公里，承担着郑州西区 65%的
生产生活用水，现已超役使用。整个供
水系统由泵前引水沉沙→泵房→输水
隧洞和明渠→泵后沉沙构成，提灌站至
枯河分水井段现为老渠道单线供水，存
在较为严重的安全隐患，枯河分水井至
西流湖段已实现明渠和暗管双线供水
且已实施改造。为保证城市供水安全，
提高保证率，根据市委市政府要求，在
提灌站至枯河段新修一条输水明渠。

郑州邙山渠首至枯河段新输水干
渠是保证市民安全用水的惠民工程，其
中输水工程从二级提灌站出口至枯河
分水井，全长5.73km，工程项目包括一
级泵站重建工程、明渠工程、输水隧洞
工程、涵管工程、大刘沟沉沙池加固工
程、水闸工程、人字门闸工程及水源保
护工程等。

郑州邙山提灌站是郑州市重要的
源水供应地，已运行 46年，据测算，已
为全市提供了70多亿立方米的生产生
活用水，为城市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
献。自南水北调以来，邙山提灌站仍然
是郑州市生活、工农业用水的重要备用
水源地并承担着供应该市生态用水的
重任。 （吕桓宇）

济源春早。
随着“全域旅游”发展战略的

持续推进，旅游业已经成为济源经
济转型的动力产业。近日，济源旅
游景区亮点频现，它们或完善景区
项目，或推出公益活动，以此迎接
春日旅游市场。

王屋山：
5000块原石刻出《道德经》

2月 26日，一部恢弘的《道德
经》石刻典藏墙正在济源王屋山道
境广场进行安装。该墙所用的
5210块石头，全部取自王屋山中
散落的天然五彩石，石头刻出的
《道德经》在原土墙壁上进行安
装。该石刻墙将于今年3月 12日
（农历二月十五）老子诞辰日全部
安装就绪。

据介绍，这部原土石刻《道德
经》长 101 米，寓意老子在世 101
载，高 8.1 米寓意《道德经》81章。
原土石刻《道德经》墙从动工到搜
集石块、雕刻，再到如今的摆放初
步成形，耗时近一个月时间。

据记载，老子曾在王屋山悟道
多年，《道德经》的许多思想观念源
自于此。王屋山有道教“天下第一
洞天”之称，天然石刻典藏《道德

经》的问世，极大地丰富了王屋山
道教文化内涵。

五龙口：
表演团队亮相郑州为公益

2 月 23日 19时许，在郑州国
贸360商场，随着《功夫瑜伽》音乐
响起，唐僧师徒四人及牛魔王、狮
子精、龙王、财神等众《西游记》人
物出现在人潮中，并开启了一场热
烈而惊喜的“快闪活动”。

在活动现场，猪八戒和孙悟空

在排队买冰激凌，牛魔王和唐僧在
一服装店里偶遇，哼哈二将在珠宝
店精心挑选珠宝……

据了解，这是一次公益活动。
参与者都是五龙口景区的工作人
员，他们利用闲暇时间组成了表演
团队，不仅在景区表演，也参加社
会上的公益活动。此次出现在郑
州的潮流聚集地，是希望用舞台上
的表现赢取公益基金，帮助更多的
贫困孩子。

（李虹橙 李晗）

唐河县郭家村特色小镇坐落于河
南省南阳市唐河县桐寨铺镇刘堂村。
由郭家村特色小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开发建设，项目总面积约6000亩，估算
总投资 8000万元，建设期为 2年，分 3
期完成。第一期计划重点建花卉观赏
种植基地，占地面积约3000亩；第二期
重点计划建设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占
地面积约 2000亩；第三期重点计划建
设旅游养生度假区，占地面积约 1000
亩。目前，该项目已完成规划设计，花

卉观赏区、停车场、区间通道等部分项
目已建成。

据了解，郭家村特色小镇是一个以
生态、农业、旅游开发为宗旨，拥有“花
卉观赏种植基地、生态农业科技示范
园、旅游养生度假区”三大核心产业板
块，十五个特色发展项目的综合性特色
小镇。小镇开发紧紧围绕南阳“自然生
态、历史文化、企业发展”三个立足点，
成为唐河县发展乡村旅游新亮点。

（朱天玉）

2月 24日，泰国微笑航空有限公司
携手泰国国家旅游局与泰国中小企业
银行在郑州举行“探索您的微笑，探索
泰国味道”贸易洽谈活动。据悉，该航
空公司已开通每周一、三、五、日郑州直
飞曼谷的航线。乘坐该航班，游客可便
捷搭乘泰国微笑航空航班转机前往泰
国热点旅游城市。

据介绍，为进一步加强与河南旅游
的合作，该公司开通郑州直飞曼谷的定

期航班，乘客可体验泰国菜，享受每人
20公斤免费行李托运及机组人员汉语
服务。乘坐全新的空客A320—200客
机，河南乘客不仅可直飞曼谷，还可从
曼谷便捷地转飞泰国其他旅游城市。
泰国微笑航空是泰国国际航空大众有
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主要以运营中短
程航线为主。下一步，该航空公司还计
划开通郑州至清迈航线，为河南人畅游
泰国提供更多便捷通道。 （朱天玉）

泰国微笑航空开通郑州直飞曼谷航线

2月 25日，从洛阳荆紫仙山第三届
桃花节新闻发布会上获悉，3月5日，荆
紫仙山景区第三届桃花节将举行。荆
紫仙山——龙潭大峡谷景区的姊妹景
区，位于新安县石井镇境内，南距新安
县城 56公里，距龙潭大峡谷景区仅有
半个小时的车程，同时也是王屋山—黛
眉山世界地质公园的主要景区之一。
荆紫仙山四周群山耸峙，主峰天坛峰海
拔829米，北临黄河，壁立万仞，是观赏

黄河小浪底水库两岸风光的绝佳景点，
是大黄河旅游带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
一处集道教文化、观光游览、生态休闲、
度假疗养、户外运动、文化研修于一体
的综合型景区。

据悉，桃花节期间，将有模特表演
及摄影赛，互动游戏等活动吸引游客来
荆紫仙山赏花观光。游客还可以将寓
意吉祥的红飘带系在桃树上，为自己和
家人祈福。 （朱天玉）

洛阳荆紫仙山 已是桃花朵朵开

3月 2万河南游客览黄山奇景

济源旅游 春季升温

郑州邙山输水新干渠实现主体工程通水

绿博园:

梅花飘香引宾朋

郭家村成乡村旅游新亮点

跟着女神畅游老家河南

美景入镜头美景入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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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
砀
山

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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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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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为永城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李中华颁发 5A
级景区金字招牌

《道德经》石刻典藏问世王屋山 邓国晖 摄

▲嵩县青沟湖：
乡邻一方风景，
春风十里柔情。

◀新乡万仙山：
一片飞花减却春，
风飘万点正愁人。

春日，缓缓行走在山间小路，乡村和山坡上开放的花儿，点缀着山谷，
描绘着春天，期待着您与它的浪漫邂逅。

走近山间 邂逅春日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