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湖北进入栾川游客

即日起至2021年 12月31日

活动内容

栾川县10家4A级以上景区
执行门票半价优惠政策

活动对象

活动时间

湖北游客有福了！
十大文旅景区 邀您半价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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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西高速连通豫鄂 江河牵手更近一步

游“奇境栾川”、购“栾川印象”、品“栾川味
道”、住“栾川山居”、讲“栾川故事”……目前，栾川
正在着力构建“+旅游”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格
局，全域旅游产业链日臻完善，有效地打通“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助推乡村振兴。

游“奇境栾川”
畅游奇境栾川，领略栾川之美！栾川山水

如画，美在生态，森林覆盖率高达82.71%，曾多
年获评“中国深呼吸小城”，每年空气优良天数
平均超过310天，是名副其实的“中原肺叶”。

在栾川，峰林仙境老君山、北国第一洞府
鸡冠洞、北方水乡重渡沟、奇山秀水天河大峡
谷、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天下奇寨抱犊寨、森
林氧吧龙峪湾、大熊猫快乐栖息地竹海野生动
物园等一个个优质旅游景区星罗棋布，让您的
假期丰富多彩。

栾川是国家生态县，美丽乡村令人向往，庄
子、拨云岭、协心等村落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远高
于国家标准，是您看山、望水、忆乡愁的好所在。

购“栾川印象”
栾川物产丰富，好山好水好空气也使栾川成

为生产优质农产品的天然宝地。高山杂粮、食用
菌、特色林果、中药材、果酒饮料等一大批“栾川
印象”特色农产品吸引着众多游人争相购买。

品“栾川味道”
“栾川味道”不仅是各地游客“舌尖上的诱

惑”,也是栾川全域旅游的靓丽名片。栾川美
食诱人，栾川豆腐宴，满口豆香，清新爽口。栾
川土鸡宴地道美味，堪称一绝。栾川八大碗，
用碗不用盘，透出了浓浓乡土情。拨云岭手擀
面满满都是妈妈的味道。栾川肉丝面鲜香浓
郁，玉米粥、时令野菜等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引
爆游客的味蕾。

住“栾川山居”
在城市，叫醒耳朵的是梦想；在栾川，将人

们温柔唤醒的却是自然的山水之音。
山水田园，风景独好！每一处民宿都是一

道风景线，越来越多的游客步入山居民宿，沉
醉画卷之中，领略豫西风俗之美。时光园子、
月半弯、竹云里、忆江南等乡村民宿为乡村旅
游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新契机。

讲“栾川故事”
游遍千山万水游遍千山万水，，还是栾川最美还是栾川最美。。
栾川故事如此精彩栾川故事如此精彩！！从云海缥缈的老君山从云海缥缈的老君山，，

到北国水韵重渡沟到北国水韵重渡沟，，从时尚现代的城市街头到古从时尚现代的城市街头到古
朴自然的田园村落朴自然的田园村落，，全域旅游已经将栾川版图描全域旅游已经将栾川版图描
绘成一幅立意高远绘成一幅立意高远、、构图巧妙的山水美卷构图巧妙的山水美卷。。在这在这
幅美卷中幅美卷中，，吃吃、、住住、、行行、、游游、、购购、、娱等要素在交相辉映娱等要素在交相辉映
中中，，弹奏出全域共融共建共享的弹奏出全域共融共建共享的““交响曲交响曲”。”。

以全业共融 促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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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犊寨景区如梦如幻抱犊寨景区如梦如幻

天河大峡谷层林尽染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雪上飞舞
““ 好 吃 还 是 热 干 面好 吃 还 是 热 干 面 ，，抽 空 尝 尝 栾 川抽 空 尝 尝 栾 川

宴宴。。黄鹤楼上白云边黄鹤楼上白云边，，冬赏雪趣老君山冬赏雪趣老君山。”。”

武汉的朋友们武汉的朋友们，，郑西高速公路郑西高速公路（（栾双栾双

段段））通车了通车了，，栾川喊你来耍了栾川喊你来耍了！！

去年春节期间去年春节期间，，喻昊喻昊、、赵世玉赵世玉、、程师程师

丽丽、、郭麟龙郭麟龙、、韩亮韩亮、、韩燕韩燕 66 名来自武汉游客名来自武汉游客

慕名到栾川游玩慕名到栾川游玩，，但因疫情防控要求但因疫情防控要求，，与与

栾川美景失之交臂栾川美景失之交臂。。他们在隔离期间他们在隔离期间，，栾栾

川县政府管吃管住川县政府管吃管住，，并给他们送上大礼并给他们送上大礼

包包。。他们回乡时他们回乡时，，前来送行的栾川县主要前来送行的栾川县主要

领导与他们约定领导与他们约定：“：“等疫情稳定之后等疫情稳定之后，，请你请你

们再来栾川们再来栾川！”！”

今天今天，，随着郑西高速公路随着郑西高速公路（（栾双段栾双段））顺顺

利通车利通车，，湖北武汉和洛阳栾川的车程缩短湖北武汉和洛阳栾川的车程缩短

11 个小时个小时，，荆楚儿女和中原儿女的心更近荆楚儿女和中原儿女的心更近

一步一步。。在第一时间里在第一时间里，，栾川人民捧出优惠栾川人民捧出优惠

大礼包向他们发出邀请大礼包向他们发出邀请：：一起去老君山赏一起去老君山赏

峰林仙境峰林仙境，，在鸡冠洞感受在鸡冠洞感受““千年一吻千年一吻”，”，到到

重渡沟住民宿重渡沟住民宿、、醉竹林醉竹林、、忆乡愁忆乡愁。。

有人说有人说，“，“豫豫””字字 1515画画，“，“鄂鄂””字字 1111画画，，多多

出来的出来的 44 画刚好是画刚好是““心心””的距离的距离。。豫鄂连豫鄂连

心心，，江河牵手江河牵手，，更近一步更近一步。。栾川送出的爱的栾川送出的爱的

礼包将跨越南北礼包将跨越南北，，从黄河流淌到长江从黄河流淌到长江。。

武汉的小伙伴们武汉的小伙伴们，，快快徜徉在最美的快快徜徉在最美的

金秋金秋、、奔驰在最美的高速奔驰在最美的高速，，去迎接去迎接““奇境栾奇境栾

川川··自然不同自然不同””的的““诗和远方诗和远方””吧吧！！

国庆节前夕，栾川县针对
湖北游客，发布优惠政策：
2021年 12月 31日之前，
栾川 10家 4A级以上景
区对所有湖北进入栾川
游客执行门票半价优惠
政策。与此同时，10大
景区的 20 多项文旅活
动缤纷亮相，让游客醉在
多彩金秋、浪漫冬日。

近年来，栾川努力打造
“奇境栾川”旅游目的地形象品
牌，实现由景点营销向目的地整体
营销的转型。持续在央视等主流媒体叫
响“奇境栾川·自然不同”旅游品牌。连续
三年举办“老家河南·栾川过年”活动，连

续两年举办“奇境栾川”迎新马
拉松活动，打造冬季游品
牌。

2020年暑期惠民活
动，发放 1.28 亿元旅游
避暑券。2021 年 9 月
推出市场刺激计划“金
秋惠民一元游栾川”线
上活动，投放 20万张惠

民奖券，助力“吃、住、行、
游、购、娱”全业态复工复

产。连续三年举办高速免费活
动，极大地拉动了旅游消费，推动了

生态“凉”资源变为旅游“热”经济。

推出爱心大礼 我在栾川等你

@武汉的小伙伴儿

景区门票半价 快来栾川赏秋

河南省委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实施文
旅文创融合战略。塑造全域旅游主题形
象，打造国际级黄河文化旅游带，谋划建设
休闲康养基地，发展特色鲜明的全链条文
创产业，壮大文旅文创市场主体，加快推进
文化强省建设。

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近年来，
栾川县以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
手，持续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走出了一
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栾川路径。
与此同时，栾川县着力做好 5A 县城的打
造、龙头景区的带动、旅游重点村打造、营
销策划“四篇大文章”，落实规划编制、考核
指标、机制创新、资金保障“四项硬措施”，
实现观光型旅游向复合型旅游转变、农家
宾馆向精品民宿转变、传统管理向智慧管
理转变、乡村建设向乡村运营转变，加速城
市转型发展，助推县域经济“成高原”。

奇境栾川，是一个来了就不想走的地
方！栾川县地处豫西伏牛山腹地，总面积
2477平方公里，总人口 35万，是生态旅游
大县。目前拥有老君山·鸡冠洞旅游度假
区、重渡沟等 10家 4A 级以上景区。作为

伏牛山大旅游圈中的核心地带之一，栾川
荟萃了伏牛山风景及民风之精华。不仅汇
聚了奇山、秀水、温泉、溶洞等至美景色，更
是拥有众多美丽乡村坐落于各个乡镇。幽
林、秀竹、飞瀑、流泉、民宿、美食、民俗等聚
集于此，林林总总，洋洋大观，栾川这座小
城成了大家的梦乡之地、向往之城。

栾川是国家首批中国旅游强县和国家
级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是河南省首个
国家级生态县和国家“两山”理论实践创新
基地。近年来，栾川县加快推进文旅深度
融合，发展“全域游”、唱响“四季歌”，推动
文化旅游“美”起来、文旅品牌“亮”起来、文
创资源“活”起来，着力把文化旅游业打造
成栾川高质量发展的亮丽名片。同时大力
引进和建设精品民宿项目，目前已建成慢
居十三月、静语流年、栖迟玖宿等精品民宿
114家，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生态旅游热线
和乡村休闲度假胜地。

接下来，栾川将围绕建设绿色生态之
城、现代产业之城、全域品质之城、创新活
力之城、美好幸福之城的总体思路，以乡村
旅游高质量发展为突破口，打好全域游、乡
村游、峡谷游、康养游等若干四季游“王

牌”，到 2025 年实现游客人均消费突破
1000元大关，文旅产业综合收入突破 200
亿元大关，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休闲康养
度假目的地。

奇境栾川 自然不同

秋冬文旅盛宴 栾川好戏连台

□□张莉娜张莉娜

伏牛沃野绘丹青，栾川秋日胜春朝。
如何抢抓战略机遇，推进新发展格局

下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实施文旅文
创融合战略，塑造栾川全域旅游形象，助力
文化强省建设？

在喜迎9月27日世界旅游日之际，
被誉为河南“最美高速公路”的郑西高
速公路（栾川至西峡双龙段）顺利通车，
从长江流域湖北武汉方向到黄河流域
的洛阳栾川，车程缩短了 1个小时。这
条山水景观大道连通豫鄂、开启“快进
慢旅深体验”时代，使长江与黄河的“牵
手”更近一步。

沿郑西高速公路穿梭而过，沿途的
老君山、鸡冠洞、重渡沟、龙峪湾、养子
沟、抱犊寨等众多 4A级以上景区串珠
成链，形成了一条“诗和远方”交相辉映
的精品旅游线路。

今天，洛阳市栾川县针对湖北游
客，重磅推出 10家 4A级以上景区门票
半价优惠专项政策，邀请荆楚宾客驰骋
在最美的高速，前来感受栾川人民厚植
山水、发展全域旅游的热忱，礼赞旅游
富民、乡村振兴的喜悦，体验“奇境栾
川·自然不同”的多彩金秋、浪漫冬日。

老君山老君山 群峰巍峨群峰巍峨 金顶增辉金顶增辉

邀您来旅游

老君山景区（AAAAA）
●老君山五彩秋趣节
时间：10月 1日—31日
●老君山冰雪雾凇节
时间：11月 1日—12月 31日
鸡冠洞景区（AAAAA）
●国庆七天乐
时间：10月 1日—7日
●新春民俗文化节——鸡冠洞里过大年
时间：2022年春节期间
重渡沟景区（AAAA）
●重渡沟红歌飞扬庆国庆
时间：10月 1日—7日
●“欢乐重渡沟·多彩乡村游”活动
时间：9月27日—12月 31日
龙峪湾国家森林公园（AAAA）
●龙峪湾红叶·植物标本创意季
时间：9月27日—11月 27日
养子沟（AAAA）
●美景美食不负“大唐”
时间：10月 1日—7日
●梦回大唐·红动金秋
时间：10月 1日—7日
伏牛山滑雪度假乐园（AAAA）
●金秋露营大会
时间：10月 1日-31日
●第四届全国大众滑雪俱乐部邀请赛
时间：2022年 1月
抱犊寨景区（AAAA）
●“云上古寨”影视传播艺术节
时间：10月
天河大峡谷（AAAA）
●秋之韵品鉴文化节
时间：9月27日—10月 27日
●雪之魂旅游文化节
时间：10月 27日—12月 27日
王府竹海（AAAA）
●“竹海秋叶红·康养正当时”秋日赏景季
时间：9月份—10月中下旬
●国庆七天游竹海 天天好戏high不停
时间：10月 1日—7日
竹海野生动物园（AAAA）
●“夜游动物园·奇幻灯光秀”活动
活动时间：10月 1日—12月 31日
●庆新春美食节
时间：2022年春节期间
●亲子摄影短视频大赛
时间：12月

重渡沟 青山绿水间 诗情画意中

北国第一洞 玉柱擎天

上图 竹海野生动物园的大熊猫萌态十足

养子沟水上乐园等您狂欢养子沟水上乐园等您狂欢

栾川旅游热线栾川旅游热线：：03790379--6681234466812344

畅玩奇境栾川
关注“全景栾川”
官方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