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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月月2727日日，，根据郑州市民调休政策根据郑州市民调休政策，，为切实拉动经济内需为切实拉动经济内需，，扩大消扩大消

费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幸福感，，真正让郑州市民欣赏河南美景真正让郑州市民欣赏河南美景、、体验体验

河南美食河南美食，，本着政府引导本着政府引导、、企业自愿的原则企业自愿的原则，，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发布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发布

了省内了省内44AA以上景区对郑州市民实行的优惠政策以上景区对郑州市民实行的优惠政策。。

此次优惠政策力度大此次优惠政策力度大、、涉及面广涉及面广，，全省全省 184184家家 44AA以上景区中以上景区中，，参参

与与55折以下优惠政策的有折以下优惠政策的有 128128家家，，其中其中55AA景区免票景区免票22家家、、55折优惠折优惠 1212

家家；；44AA景区免票景区免票4040家家、、55折优惠折优惠7474家家。。此次优惠政策针对郑州市所此次优惠政策针对郑州市所

有区有区（（市市、、县县））的市民的市民，，从从99月月66日开始日开始，，时间持续至时间持续至99月月 1818日日。。在此期在此期

间间，，郑州市民持有效身份证郑州市民持有效身份证、、居住证居住证、、户口本或在校大学生学生证即可户口本或在校大学生学生证即可

享受减免优惠享受减免优惠。。

99月月66日至日至1818日日

全省全省44AA以上景区对郑州市民送以上景区对郑州市民送““惊喜惊喜””

一、免门票景区

★（一）5A景区（2个）
1.洛阳白云山景区
门票原价：75元/人，咨询电话：0379-66590004
2.鲁山尧山风景区
门票原价：88元/人，咨询电话：0375-5767160
★（二）4A景区（40个）
洛阳市
1.二程文化园
门票原价：50元/人，咨询电话：0379-65068116
2.青要山景区
门票原价：70元/人，咨询电话：0379-67171333
平顶山市
平顶山市博物馆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75-2660517
鹤壁市
淇县朝阳山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咨询电话：0392-7225787
新乡市
1.万仙山（郭亮+南坪）景区
门票原价：62元/人，咨询电话：0373-6622222
2.八里沟景区
门票原价：62元/人，咨询电话：0373-6622222
3.天界山景区
门票原价：48元/人，咨询电话：0373-6622222
4.九莲山景区
门票原价：64元/人，咨询电话：0373-6622222
5.轿顶山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73-6936777
濮阳市
1.濮上园景区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3-4605700
2.戚城文物景区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3-8116340
3.单拐革命旧址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3-8567502
漯河市
1.许慎文化园
门票原价：40元/人，咨询电话：0395-6770677
2.沙澧河景区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5-2390963
三门峡市
1.三门峡甘山国家森林公园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98-2826144
2.卢氏县豫西大峡谷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98-7107999
3.卢氏豫西百草园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98-7107066
4.灵宝市函谷关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98-6923333
5.灵宝市燕子山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咨询电话：0398-2293921
6.渑池仰韶文化博物馆（周一闭馆）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8-4880090
7.三门峡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8-2821788
8.三门峡市黄河公园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8-2772588
南阳市
1.方城七峰山生态旅游区
门票原价：75元/人，咨询电话：17637766999
2.南召县五朵山景区
门票原价：75元/人，咨询电话：13903880678
商丘市
1.商丘古文化旅游区
门票原价：160元/人，咨询电话：0370-3313605
2.睢县北湖景区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70-3083844
3.商丘日月湖景区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70-6966905
信阳市
1.许世友将军故里景区
免费开放
2.红色首府景区
免费开放
驻马店市
1.金顶山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咨询电话：0396-7388196
2.铜山湖景区
门票原价：20元/人，咨询电话：0396-7676888
3.竹沟革命纪念馆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96-7100010
济源市
1.天下第一洞天·王屋山
门票原价：50元/人，咨询电话：0391-6733358
2.中国猴山·五龙口
门票原价：40元/人，咨询电话：0391-6751588
3.女娲神话之乡·小沟背
门票原价：50元/人，咨询电话：0391-6618133
4.皇家山水·黄河三峡
门票原价：50元/人，咨询电话：0391-6678888
兰考县
焦裕禄纪念园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0371—26998766 26987379
汝州市
风穴寺景区
免费开放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3750375--33311653331165

永城市
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
免费开放 咨询电话：18837026608
固始县
西九华山景区
门票原价：100元/人，咨询电话：0376-4183000

二、门票5折优惠景区

★（一）5A景区（12个）
1.新安龙潭大峡谷景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9721188
2.栾川老君山
门票原价：100元/人，优惠价格：5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838888
3.栾川鸡冠洞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890998
4.安阳殷墟景区
门票原价：70元/人，优惠价格：35元/人
咨询电话：0372-3161022
5.安阳红旗渠景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2-6048003 6040080
6.林州太行大峡谷景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2-6082888 6081388
7.焦作云台山景区
门票原价：120元/人，优惠价格：60元/人
咨询电话：0391-7709300
8.焦作青天河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91-8972910
9.焦作神农山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元/人
咨询电话：0391-5036466
10.驻马店嵖岈山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元/人
咨询电话：0396-4779318
11.永城芒砀山旅游区
门票原价：90元/人，优惠价格：45元/人
咨询电话：0370-5970777
12.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
购买《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票的，本人可无限次免

费游清明上河园。
购买夜游清明上河园门票的，本人可免费获赠价值 88

元/人的夜游年卡一张。
购买《大宋·东京梦华》实景演出票的，在活动期间可免

费获赠价值60元/人的《大宋·汴河灯影》游船体验券一张。
入住清明上河园精品客栈或满庭芳精品酒店，本人免

清明上河园景区门票。
咨询电话：0371-25663819
★（二）4A景区（74个）
开封市
1.包公祠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优惠价格：15元/人
咨询电话：0371-23931595
2.启封故园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1-26760666
3.大相国寺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1-22733136
4.翰园碑林景区
购票送价值 20元拓片体验券一张，省级以上书画家，

凭证件免费入园。咨询电话：0371-22891558
5.龙亭景区
门票原价：35元/人，优惠价格：17元/人
咨询电话：0371-25660808
6.万岁山景区
购票免费观赏万岁山大马戏；凭郑州市学校证明可优

惠办理购买万岁山大宋武侠城团队门票，团队价 12 元/
人。（仅限郑州地区，购票需配合出示郑州市学校证明）。咨
询电话：0371-22852896

7.开封府景区（仅限9月8日至9月 12日）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元/人
咨询电话：0371-23963159
洛阳市
1.关林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5959407
2.豪泽国际郁金香花海
门票原价：60元/人，游乐套票 60元/人，优惠价格：门

票免费，游乐套票3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7536666
3.薰衣草庄园
门票原价：45元/人，优惠价格：22.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7676699
4.木札岭景区
门票原价：70元/人，优惠价格：3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568585
5.神灵寨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139888
6.黛眉山景区
门票原价：75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5082116
7.千唐志斋博物馆
张钫宅院20元/人，优惠价格：10元/人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3790379--6972980069729800

8.重渡沟景区
门票原价：120元/人，优惠价格：60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685666
9.抱犊寨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628666
10.龙峪湾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669112
11.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优惠价格：1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644888
12.天河大峡谷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639466
13.天池山景区
门票原价：45元/人，优惠价22.5元/人
咨询电话：0379-66553700
平顶山市
1.舞钢市二郎山景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75-8185898
2.灯台架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5-8185898
3.郏县三苏园景区
门票原价：48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5-5297777
4.鲁山墨子文化旅游区
门票原价：138元/人，优惠价格：60元/人
咨询电话：0375-5791666
安阳市
1.岳飞庙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2-6213664
2.羑里城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2-6231399
3.万泉湖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72-6717188
4.马氏庄园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2-3233666
5.天平山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5元/人
咨询电话：0372-6868096
鹤壁市
1.淇县云梦山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92-7225787
2.淇县古灵山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2-7225787
3.鹤山区五岩山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优惠价格：15元/人
咨询电话：0392-2649319
4.浚县大伾山风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5元/人
咨询电话：0392-5530283
新乡市
1.潞王陵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3-3981827
2.比干庙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73-4131444
焦作市
1.陈家沟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优惠价格：15元/人
咨询电话：0391-6418808
2.焦作影视城
门票原价：35元/人，优惠价格：17.5元/人
咨询电话：0391-2903168
3.嘉应观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1-2108383
濮阳市
1.新版水秀之《龍石》演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D区除外）
咨询电话：0393-8628888
2.濮阳蓝宝石温泉+精品自助餐
门票原价：258元/人，优惠价格：88元/人
咨询电话:0393-8593999
许昌市
1.大鸿寨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5元/人
咨询电话：0374—8811116
2.灞陵桥景区
门票原价：30元/人，优惠价格：15元/人
咨询电话：0374—3317318
漯河市
1.神州鸟园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95-3335566
2.小商桥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5-8566617

3.南街村景区
门票原价：70元/人，优惠价格：35元/人
咨询电话：0395-8851350
三门峡市
1.陕州地坑院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98-3266666
2.卢氏双龙湾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2.5元/人（限自驾游）
咨询电话：400-659-3738
3.灵宝市娘娘山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8-6616333
4.渑池黄河丹霞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400-188-6588
5.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8-2955760
南阳市
1.淅川八仙洞景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16638948450
2.淅川坐禅谷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5936412392
3.淅川香严寺
门票原价：80元/人，优惠价格：40元/人
咨询电话：0377-69386666 15538137836
4.方城七十二潭景区
门票原价：55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5893388132
5.内乡宝天曼景区
门票原价：75元/人，优惠价格：37.5元/人
咨询电话：13838726124
6.内乡云露山景区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5638952368
7.内乡二龙山景区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5236060666
8.西峡寺山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3937180479
9.西峡老君洞
门票原价：65元/人，优惠价格：35元/人
咨询电话：18837780350
10.西峡龙潭沟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5660167211
11.社旗县山陕会馆景区
门票原价：90元/人，优惠价格：45元/人
咨询电话：18237772567
12.南阳武侯祠
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0377-63512907
信阳市
1.南湾湖风景区
门票原价：67元/人，优惠价格：34元/人
咨询电话：18603761199
2.鸡公山风景区
门票原价：67元/人，优惠价格：33元/人
咨询电话：13603761912
3.灵山风景区
门票原价：58元/人，优惠价格：30元/人
咨询电话：13673085353
4.黄柏山风景区
门票原价：108元/人，优惠价格：54元/人
咨询电话：15937696890
5.金刚台西河风景区
门票原价：45元/人，优惠价格：22元/人
咨询电话：13253528023
周口市
1.关帝庙
门票原价：13元/人，优惠价格：6元/人
咨询电话：0394-8592826
2.淮阳太昊陵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4-2693610
驻马店市
1.老乐山景区
门票原价：50元/人，优惠价格：25元/人
咨询电话：0396-3555555
2.南海禅寺景区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6-8039448
济源市
中原看海的地方·小浪底
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20元/人
咨询电话：0391—6036000
鹿邑县
鹿邑老子故里旅游区
1.明道宫：门票原价：40元/人，优惠价格优惠价格：：2020元元//人人
咨询电话：0934-7280039
2.太清宫：门票原价：60元/人，，优惠价格优惠价格：：3030元元//人人
咨询电话咨询电话：：03940394--76819187681918

（（旅游投诉电话旅游投诉电话：：03710371--6550811065508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