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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老家河南”旅游再创新
高，全省游客接待量达2035万人次，同比
增长 41.5%；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125.2 亿
元，同比增长 56.6%。传统景区持续走
红，文化与旅游体验异军突起。

■郑州市：
五一小长假期间，郑州众多景区游人

如织，全市共接待游客730.46万人次，同
比增长21.6%；实现旅游收入27.78亿元，
同比增长 22.8%。游客出行总体呈现增
长趋势，自驾游、近郊游备受青睐。

假日期间，少林寺景区凭借知名度和
景区有序引导，第二日单日接待游客达
4.1万人次。郑州植物园、新郑黄帝故里、
二七樱桃沟景区等免费对公众开放，景区
异常火爆。巩义康百万庄园的《慈禧驾临
康百万》实景剧、偃月古城的大型帝后礼
佛实景演艺，带给游客身临其境的体验。
上街机场、古柏渡飞黄景区、黄河风景名
胜区等也推出各种活动吸引游客前来。
郑州植物园、郑州园博园、东区如意湖等
各大公园人潮如海。登封、新密、惠济、荥
阳、二七等县（市、区）乡村旅游异常火爆。

抽样调查显示，通过自驾车、城市公
交、租车拼车等自助形式来郑周边近郊游
的游客占五成以上，升温明显。（陈迎军）

■洛阳市：
五一假期，洛阳市迎来旅游高峰。截

至5月1日18时，全市共接待游客261.17
万人次，同比增长 6.18%。其中，各旅游
景区(点)接待游客211.38万人次。

五一假期，洛阳市惠民政策进一步催
热旅游市场。洛阳市在完善“旅游年票不
受限、部分公园不收费、社会车辆不禁行、
餐饮住宿控涨幅、环城高速豫C车辆免费
通行”等惠民政策基础上，新推出“文化消
费有补贴”政策，通过实施“5+1”惠民政
策，进一步催热洛阳市旅游市场。生态休
闲游迎来高峰，洛阳市重渡沟、老君山、龙
潭峡、黛眉山等生态景区受到追捧。历史
文化游热度不减，龙门石窟景区接待游客
12.85万人次，老城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
10.7万人次，白马寺接待游客8.3万人次。
节会活动丰富多彩，第十七届河南汝阳杜
鹃花节暨炎黄文化节、环中原2018自行车
公开赛洛阳·洛宁站等文化旅游活动吸引
了众多游客。 (朱天玉 戚帅华)

■焦作市：
五一小长假期间，焦作市共接待游客

124.58万人次，同比增长23.26%；综合收
入5009.93万元，同比增长7.32%。

云台山景区接待游客 17.14万人次，
综合收入 1951万元，同比分别增长 1%、
1.3%；青天河景区（含月山寺）接待游客
14.18万人次，综合收入973万元，同比分
别增长4.42%、2.36%；神农山景区接待游
客7.49万人次，综合收入390.33万元，同
比分别增长 1.5%、3.71%；陈家沟景区接
待游客2.36万人次，综合收入25.9万元，
同比分别增长3.96%、1.57%；莫沟接待游
客3.71万人次，综合收入4.23万元，同比
分别增长1.64%、1.2%。 （朱天玉）

■鹤壁市：
五一小长假期间，鹤壁市接待游客

34.62万人次，同比增长18%；实现旅游收
入611.5万元，同比增长19%。游客出行
呈现增长趋势，乡村游受到游客欢迎。

假日期间，自驾游、自助游、周边游成
为出行主流，乡村游受到游客青睐。淇河
沿岸人流如织，桑园小镇人流、车辆爆满，
王员外招婿活动吸引了外国游客参与。
秦街花海迷宫、赵庄味道等备受推崇。

在浚县，川剧变脸表演、网红抖音熊
隆重登场、游客DIY捏制泥沽沽、县官古
装实景表演等精彩活动，让游客流连忘
返。淇县云梦山景区推出的空中草原激
情马背之旅、战国军校时空穿越之旅、鬼
谷清溪峡谷探幽之旅、国学精粹文化体验
之旅等精品线路，备受好评。 (张莉娜)

■三门峡市：
五一小长假，三门峡市旅游节庆活动

丰富多彩，旅游市场安全有序。据统计，
全市共接待游客140.78万人，旅游综合收
入45800万元，同比分别增长43%、49%。

三门峡新增陕州地坑院、豫西百草园
两家AAAA级景区，使全市AAAA级景
区达到14家。天鹅城国际大酒店37层观
光餐厅生意火爆，沿黄旅游绿道、青龙涧河
景观带、黄河公园花海、仰韶酒工业游等城
市休闲设施和文旅创意项目备受青睐。

三门峡旅游宣传片走出国门，登陆美
国ABC电视台电视荧屏黄金档。三门峡
白天鹅旅游季、三门峡白天鹅·野生动物国
际摄影展、三门峡乡村旅游启动仪式等旅

游活动陆续举办，使旅游营销实现新突
破。三门峡黄河国际马拉松、黄河金三角
生活用品博览会、函谷关景区水上嘉年华
精彩不断。 （刘春香）

■许昌市：
五一假日期间，许昌市共接待游客

128.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0.25亿元。假
日旅游安全、秩序、繁荣、稳定。

五一期间，各景区精心谋划了丰富多
彩的节庆活动。许昌市举办了第十二届
三国文化旅游周活动、鄢陵国家花木博览
园举办了芍药牡丹文化节暨七彩洋伞节、
神垕古镇举办全省研学旅行启动仪式、曹
魏古城举办古城首秀汇演、鑫亮源生态旅
游度假区举办长葛市民俗文化活动、建业
绿色基地举办“花都建业、安营扎寨”三国
营帐趴活动，为各地旅游注入了活力，为游
客出行增添了乐趣。 （杨向辉）

■信阳市：
五一小长假，恰逢信阳第 26届茶文

化节，全省 18个地市及信阳市各县区和
周边地市单位参展，一批新业态、新产品
首次与游客见面。

假日期间，信阳生态旅游持续火爆，
新老景区进入看“海”模式。据统计，信阳
市 11家 4A级景区共接待游客38.6万人
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增长，其中鸡公山
景区入园4.7万人次；南湾湖景区入园4.05
万人次，灵山景区入园5.25万人次。平桥
郝堂村、新集村，新县西河湾、田铺大塆、丁
李湾，商城里罗城村、七里冲村，潢川桂花
岭绿里农庄、息县庞湾村等旅游村汇聚了
各地赏花采摘、休闲垂钓、品味农家的游
客，日均超过11000人次。 （刘春香）

■驻马店市：
五一小长假期间，驻马店市天气晴好、

温度宜人、适合出游。4月 29日至 5月 1
日，全市共接待游客247.53万人次，同比
增长50.18%，旅游综合收入16.34亿元，同
比增长75.74%。 （刘春香）

■济源市：
五一期间，济源以全域旅游理念为指

导，推进优质旅游发展，全市共接待游客
112.8万人次，同比增长 6%，实现旅游收
入4.8亿元，同比增长8%，旅游市场总体

“安全、有序、优质、高效、文明”。
济源加强龙头景区对全域旅游的带动

作用，王屋山景区推出黄帝祭天大型实景演
出，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受远古祭祀和战争
场景。以《愚公移山》故事为依托的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中华愚公村，吸引了各方研
学旅游团队。中国猴山五龙口景区西游主
题内涵不断深化，景区出入口车辆长龙不
断，仅4月30日单日入园游客量超过两万。

节日期间推出的踏青赏花、休闲康
体、登山垂钓等游览线路吸引了大量游
客。梨林镇瑞村、大峪镇王庄村砚瓦河汽
车主题公园、坡头镇天女河等乡村旅游项
目让游客获得舒心旅居享受。 （王利敏）

■巩义市：
巩义旅游再创佳绩。五一小长假，巩

义市共接待游客73.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1.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1.58%
和241.19%。

五一期间，百万庄园、长寿山景区、偃月
古城等景区（点）精彩节庆不断，迎来游人如
织。长寿山景区举办了首届红花节暨庆祝
风情古镇试营业一周年仪式，喜接游客8.6
万人次。康百万庄园的游客量超过5万人
次，创新的大型表演“慈禧驾临康百万庄园”
以演绎传承康家文化，受到游客追捧。偃月
古城的游客突破24万人次，景区推出的戏
曲大舞台、“帝后游春”实景演艺等好评如
潮。杜甫故里景区举办的诗词大会活动，吸
引了众多游客参与，假日期间游客接待量达
2.3万人次。 （董栋）

■栾川县：
五一小长假，栾川县累计接待游客2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85亿元。其
中景区共接待16.28万人次，乡村旅游点
共接待游客11.72万人次。

假日期间，庙子镇庄子村、陶湾镇协心
村、狮子庙镇王府沟村等乡村旅游点成为
休闲度假新去处。慢居十三月、悦地小筑
等精品民宿成为游客消费新时尚。丰富的
旅游产品增加了传统景区的新亮点。鸡冠
洞新增玻璃吊桥、飞龙滑道、天河漂流等体
验类项目，吸引游客广泛参与。老君山景
区开通云景索道和中灵索道之间的旅游通
道，缩短游客上山时间；养子沟景区引入
3D灯光秀，丰富夜间旅游产品。

重渡沟、鸡冠洞为游客增设“农家宾
馆咨询服务窗口”，智慧旅游服务展示平
台第一时间对接；老君山、鸡冠洞为游客
设置“旅游保险服务办理点”，以优质服务
倡导文明新风。 （金艳霞）

■新县：
五一小长假期间，新县各景点游人如

织，共接待游客31.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2.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9%、35.6%。

假日期间，红色景区发挥核心引领作
用，鄂豫皖红色首府景区、许世友将军故
里景区已成为省内外游客的首选目的地，
游客接待量大幅增长。全县旅游也呈现
出多点多线全面开花、全线飘红的格局，
除A级景区外，通往各村镇的“风景廊道”

“休闲步道”成为游客驻足摄影的新去处，
无景点旅游趋势明显。

乡村休闲游、赏花游受青睐。在西河
湾、丁李湾、房车小镇、耕读小镇、创客小
镇等乡村旅游品牌效应的带动下，以采
摘、垂钓、露天烧烤、乡村农家乐、民宿体
验、民俗文化鉴赏等为代表的乡村休闲游
成为短线游的新潮流。 （刘春香）

■淇县：
五一小长假，淇县全域旅游好戏连

台，各旅游景区游人如织。景区活动丰富
多彩，游客人数和经济收入均创历史新
高，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1.3%和23.6%。

小长假期间，鹤壁市首家县区博物馆
淇县博物馆开馆，吸引了众多市民参观。

云梦山景区吴桥杂技表演精彩绝伦，
高山滑道、玻璃天桥惊险刺激，草原纵马
射箭别具异域风情，实景演出《调师离位》
梦回千古，系列特色活动备受青睐。古灵
山试运营的玻璃吊桥、观光索道成为一道
亮丽风景线。朝阳山第二届孔子文化节开
幕，吸引了游客的眼球。摘星台梦幻灯光
节呈现出一场唯美的光影盛宴。

假期第一天，月季花海迷宫亮相秦
街，当日就吸引三万多游客徜徉缤纷花
海、品味特色美食、体验民俗风情，“最浪漫
的乡村——秦街”一举成为朋友圈里的网
红景点，掀起乡村旅游新热潮。 （张小燕）

■孟津县：
来孟津耍吧！五一小长假，孟津县共

接待游客21.7万人次，收入159.5万元，假
日旅游市场火爆，乡村游受热捧。

假日期间，魏家坡“家山在望”书画艺
术展、龙马负图寺河洛古庙会暨国际龙虾
美食节、送庄镇第五届袖珍西瓜节等特色
旅游活动深受游客喜爱。在小浪底户外运
动主题公园内，游客们赏漫山槐花、品特色
农家菜、住农家四合院和古朴窑洞，体验久
违的田园生活。瀍源玫瑰庄园内的500多
亩玫瑰绽放，让游客乐不思归。 （徐颖利）

■方城县：
五一小长假，方城全县共接待游客

38.2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381万
元，分别增长了30％和35％。

五一假期，七十二潭景区的民族大舞
台项目、滑草、叠瀑、高空玻璃桥、空中飞
人，七峰山生态旅游区推出的醒狮表演、

好汉瀑、祈福旅游，植物园的花节花会、花
海水乡的灯光节等特色项目成为热点。
踏青赏花戏水受到追捧；万亩花海，垭口公
园、鸿旺牧业休闲公园、张骞生态庄园、赵
河樱桃沟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赏花游园。
随着自驾游客人数增多，周围农家乐等餐
饮生意火爆，一桌难求；节前方城到周边客
源地强力推介效果明显，以湖北武汉、襄
阳、随州、十堰，安徽亳州、阜阳，江苏徐州，
山西晋城和我省的客源居多。 （朱天玉）

■郑州嵩山少林景区：
五一小长假，嵩山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15万人次，同比去年上升7%，再创历史新
高。通过提前筹划，合理部署，上下联动，
多策并举，嵩山景区实现假日目标，打造
了“环境好、服务好、形象好”的优质景区
形象，获得了海内外游客的一致好评。

节日期间，嵩山景区推出了少林童子
功、少林十八般兵器、少林象形拳、“印象
少林”大型武术迎宾仪式、武术馆功夫表
演、“英雄少林会”室外武术表演等项目，
让游客们近距离接触禅武文化和儒家经
典，体会嵩山厚重的文化底蕴。（孙春霞）

■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
五一小长假期间，国家 5A级景区河

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游人如织、欢乐如
潮。清明上河园从品质清园、文化清园、
欢乐清园、梦幻清园四个方面入手，圆满
地完成了五一小长假的接待任务。

五一期间，清明上河园景区推出了新
项目——“复活”张择端，将文化与科技有
机结合，让游客感到既新奇又富有文化魅
力。大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
4月 29日、30日演出双场，场场爆满。尤
其是4月 30日，《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
出接待人次、收入均创下历史新高。

清明上河园景区本着“三快一慢”（泊车
快、购票快、入园快、游园慢）的服务原则，确
保游客顺利游园。清明上河园从装修、服
务等全方面提高官驿品质，另增加近百间
精品房间，以满足更多游客需求。（李姗）

■洛阳白云山景区：
听古琴、观瀑布、品香茗、看日出……4

月29日-5月1日，洛阳白云山景区“寄情山
水、琴棋书画”白云山古韵文化旅游季火热
上演，吸引了诸多游客。身穿古风服饰的
女子坐在琴前，或在白云山顶，或在丛林深
处，琴声、美景、美人三者融为一体，似一幅
绝美的画卷。森林氧吧和九龙瀑布安排的
游客互动体验环节趣味横生。据了解，本
届旅游季突出以下亮点，即景区门票免费
送；古风精美礼品免费送；小黄山、玉皇顶日
出惊艳众人；赏树木蔽日、松涛如海的原始
森林风光等。五一小长假，白云山共接待
游客2.6万人次，同比增加30%。（崔胜杰）

■林州红旗渠景区：
壮丽的风景、优质的服务吸引着八方

宾客纷至沓来。五一当天，红旗渠登陆央
视《中国此时此刻》栏目，从航拍角度俯瞰
巍巍太行山，展示红旗渠的精神魅力。

五一小长假，红旗渠景区人气持续火
爆，营业收入同比增长44.78%，游客数量
同比增长60.65%，实现了“安全、秩序、质
量、效益、文明”的工作目标。节日期间，
林州市公安交警大队、蓝天救援队、红旗
渠救援队以及红旗渠风景区所有员工紧
密协作，营造了温馨舒适、井然有序的游
览环境，获游客狂点赞。 （何美芳）

■商丘芒砀山景区：
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芒砀山旅游

区游人井喷，欢乐火爆。
五一假期，“芒砀山旅游服务让您感

动”口号深入人心，所有员工在岗位上尽心
尽力。游客中心母婴十平方提现了人性化
服务；宽敞明亮的休息大厅，游客们感受着
芒砀山旅游区家一般的温暖。芒砀山旅游
区还建成了目前较为完善的智慧旅游系
统，门票门禁系统提升了游客入园快捷性，
游客不仅可以用电子门票入园、通过网络
购票的游客还可以直接扫码或刷身份证入
园，免费WiFi全覆盖不仅方便游客传送信
息，还可以用APP实现电子导游。（罗帅）

■南阳内乡县衙景区：
五一小长假，内乡县衙游客爆棚，三天

接待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17.2％，再创历
史新高。小长假期间，来内乡县衙旅游的
游客中自驾游、自助游、散客占90%以上。

内乡县衙每天推出《鼓乐迎宾》《宣讲
圣谕》《三院禁约碑揭碑仪式》等演艺节目,
让游客在古色古香的氛围中体验穿越乐
趣。县衙古街文艺晚会、杂技专场演出丰
富多彩，为广大游客送上了一道道精彩的
文化盛宴。 （朱天玉）

旅游市场异常火爆 旅游景区各领风骚
——我省各地五一小长假旅游综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杨晓楠 杨益莹
实习生 吴海舒/文 唐韬 刘鸿翔/图

文化、旅游与主流媒体如何相互借力？地域旅
游目的地建设如何实现弯道超车？4月 23日—25
日，由商丘市旅游局主办，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河
南商报承办，商丘旅游推介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
讲堂活动在千年古城商丘举行。

来自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南方都市报、钱江晚
报、山东商报、安徽商报、三湘都市报、现代快报、华西
都市报、扬子晚报等60家主流媒体聆听了商丘旅游推
介，深度体验了我国唯一一个集“水中城”“城摞城”

“八卦城”于一体的千年古城，并通过把脉问诊和思想
碰撞，为商丘“一城阅尽五千年”的旅游品牌鼓与呼。

【推介】要将商丘古城打造成商丘旅游的“王牌”

商丘有着悠久历史。一万多年前三皇之首燧人
氏在这里发明钻木取火，人类文明正式开启。商丘
古城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与丽江古城、平遥古城
等一起被评为中国十大古城。

4月23日举行的商丘旅游推介上，商丘市旅游局
局长王景宇介绍，商丘古城是我国唯一一个集“水中
城”“城摞城”“八卦城”于一体的古城，要把商丘打造
成游客休闲旅游的目的地，要将商丘古城打造成商
丘旅游的“龙头”和“王牌”。

“商丘发展旅游极具交通优势和区位优势，随着
郑徐高铁建成通车、商合杭高铁加速推进、京九高铁
规划建设、商丘机场建设、沱浍河通航加快推进，商
丘的交通区位优势将更加彰显。”商丘市副市长岳爱
云向国内60家主流媒体介绍，商丘正着力向打造吃
住行游购娱一体的全域旅游，“我们不仅要吸引国内
的游客，还要吸引全世界的游客。”

在4月25日举行的“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讲堂”
上，中共商丘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全周说，“目
前，商丘共有16个A级景区，其中，国家5A级景区1
家，4A级景区（包含永城）4家。商丘是个有故事的
城市，燧氏取火、仓颉造字、阏伯观星等。商丘要打
造‘故事城’，讲好商丘故事。”

【游览】来《桃花扇》主人公故居感受经典

4月 24日，商丘旅游推介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讲堂系列
活动之古城深度体验游举行，国内60家主流媒体的老总、旅游主
编和记者们踏上古城门，触摸商丘古城千年之魂。

媒体人分别游览了商丘古城、藏有颜真卿真迹的八关斋、壮
悔堂、燧皇陵等名胜古迹。在八关斋看到颜真卿真迹，来到《桃
花扇》主人公故居看到古朴讲究的院落，看到燧人氏钻木取火演
绎出的原始文化特征，大家纷纷自嘲“原来自己这么没文化！”

三湘都市报编委彭治国发了这样的朋友圈：很近！长沙乘高
铁4个多小时直达。这里，“人类火祖”燧人氏“钻木取火”；“华商
始祖”“三商之源”王亥；六朝故都古城“城摞城”，形若古币；文字发
明者仓颉；巾帼英雄花木兰，还有金缕玉衣、黄河故道……这里，一
城阅尽五千年！只是，装雅如我，已然江郎才尽，汗颜！

与彭治国的感受相似，媒体人们纷纷感慨：商丘不缺文化，
缺文化的是来到商丘的人们。

【建言】挖掘商丘沉睡的旅游文化，需要主流媒体助攻

如何做大做强商丘古城这一旅游“王牌”？4月25日，国内旅
游研究者专家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大讲堂”中给出了答案。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交通大学教
授张辉建议，商丘用文化活化的方式与现代旅游类型相结合，形
成有机融合文化和旅游，比如，打造旅游小镇、露营地、旅游综合
体旅游产品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张立生认为，旅游产业进入升级转
型融合发展新时期，文化与旅游应该催生出新的产品和产业，商
丘要通过创意驱动打造出会讲故事的旅游产品。

在当天的“当代‘徐霞客’看商丘”圆桌对话中，来自《三湘都市
报》《山东商报》《海峡都市报》《现代快报》等主流媒体的“徐霞客”
们现场对话，大家结合自己的体验，为商丘古城旅游IP建言献策。

通过三天的活动，商丘古城给60家媒体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如张立生所说，古城文化给商丘旅游注入了灵魂，媒体给你装
上了翅膀，资本给你塑造了躯体，勇敢奔跑吧，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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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莉娜 本报通讯员 高沛

4月27日，“清新假期·趣游新郑”——新郑旅游推介会暨媒体、
旅行商新郑采风行活动举行。新郑市向全国人民发出邀请，欢迎大
家畅游黄帝故里，探秘具茨岩画，品味郑韩风韵，尽享枣乡风情。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一段精彩的沙画拉开了
推介会的序幕。沙画表演者王盼轻舞双手，板上的沙子如施了魔法
般变幻出不同的图案——黄帝故里、郑韩故城、郑国车马坑、新郑大枣
等元素逐一呈现，一幅文化、历史、生态交相辉映的画卷徐徐展开。

在推介会上，“春醒新郑”“夏凉新郑”“秋香新郑”“冬藏新郑”
四个篇章，分别展现出四季旅游主题活动，同时推出的文化探源
游、乡村休闲游、研学主题游三条特色精品线路，呈现出丰富多样
的旅游产品。接下来，黄帝故里、郑国车马坑、红枣小镇分别进行
推介。与此同时，新郑旅游文创产品展销活动引人瞩目，剪纸作
品、轩辕黄帝塑像、竹简、仿莲鹤方壶工艺品等文创产品备受青睐。

源远流长的历史人文、优美秀丽的自然风光、古朴典雅的美丽
乡村呈现出新郑无限的魅力。新郑市旅游和文物局局长赵舒琪表
示，新郑正以建设“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现代临空产业新城、郑州南部
生态绿城”为指导，打响“黄帝故里·郑韩故城·红枣故乡”旅游品牌。

“趣”游新郑，开启清新假期

五一小长假期间，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游人如织 李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