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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西大峡谷!大淙潭瀑布!激情漂流!美味农家饭!

豫西大峡谷的山水给人以无限的智慧和力量"

出行理由!离开城市总有一种逃离喧嚣

的快感!而自然山水#厚重文化仿佛是记忆中

最为美好的一部分" 到三门峡!去品文化#赏

山水!寻找逝去的纯真年代!何乐而不为呢$

出行线路 ! 郑州%连霍高速%三门

峡%各大景区

枣乡新郑"好想你#

金秋时节!汝州市蟒川乡半

西村的千亩柿树林!上千棵柿子

树上硕果累累! 每周的星期六"

星期日为柿树对外采摘销售日!

引得周边游人纷纷前往品尝采

摘# &桂焱炜 吴伟伟'

曹丞相府景区!全国唯一的曹魏文化景

区!以动漫"四维等高科技手段!美轮美奂

地再现曹操一生的文韬武略$

!"##$%&&'(')'

旅游立省访谈

西峡龙潭沟 新闻速递

西峡恐龙遗迹园
!"##$%&##*&&&

出行理由!又一场美丽的花卉盛宴即将

绽放中原大地$

!

月
"#

日!由国家林业局和

省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九届中原花木交易博

览会在许昌鄢陵举行!本次活动主题之一是

%让生态承载旅游&让旅游激活生态'$ 倘佯

在花丛中的游客不仅可以赏花&泡汤!还能

了解更多的%三国'文化(

出行线路!郑州)京珠高速)许昌 *市

区了解文化游线路!往东沿
$##

国道到鄢陵

体验生态游+

为落实旅游产业会议精

神!增加游客在景区的逗留时

间 ! 浮戏山雪花洞景区投资

#$%

万 元 ! 开 发 景 区 新 景

点)))仙女潭$

据了解! 仙女潭景点是浮

戏山雪花洞景区继
"%%&

年和

"%%'

年开发的紫龙峡" 奇石谷

的再续$ 此景点接奇石谷最南

端至黄龙水库! 再返至雪花洞

景区!形成一条长达
#()

公里的

环形旅游线路$ 目前!仙女潭景

点的开发工程正紧锣密鼓地进

行着$ 国庆节到来之前!景区将

为广大游客呈送一份令人惊喜

的节日礼物$ &雷志芳 张瑞雪'

浮戏山雪花洞景区!

!

月

&

日)

!

月
$%

日!所有教师凭

本人教师证可享受景区门票

半价优惠, 荣获
"%%)

年县市

级以上 %优秀教师 '等荣誉称

号的教师! 凭本人荣誉证书"

身份证!可免景区门票参观雪

花洞$

!

月
"!

日上午! 东北亚地区地

方政府旅游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郑州

隆重召开!来自中国"日本"韩国"俄

罗斯" 蒙古
#

个国家!

$!

个会员省

%&&

名代表围绕%黄河五千年)))和

谐东北亚'这一主题!就加强东北亚

地区间的旅游合作与交流! 共同促

进旅游业发展达成共识! 一致审议

通过了-河南宣言.$ 本报记者就此

采访了省旅游局局长苏福功$

记者!(河南宣言)的签署!将对

东北亚地区的旅游交流与合作起到

怎样的影响$

苏福功! 东北亚地方政府联合

会成立于
'(()

年
(

月!是促进东北

亚地区地方政府之间交流与合作的

国际性组织$ 联合会下设秘书处和

经济通商&环境&文化交流等
(

个专

门委员会! 旅游委员会是这次成立

的$ 在这次旅游委员会成立大会上
*

代表们审议通过的 -河南宣言 .指

出!旅游是保护和传播民族&国家和

区域传统文化的有效途径! 是居住

在世界各区域的人民进行文化交流

沟通的最好桥梁$

宣言强调! 注重提升旅游在区

域发展中的地位! 共同把旅游打造

成为扩大东北亚地区之间文化交流

沟通的桥梁! 坚持把可持续发展作

为东北亚地区旅游发展的基本前

提! 使旅游成为传播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理念的重要渠道$ 通过相互

间的交流与合作! 促进东北亚旅游

的繁荣与发展! 让越来越多的人感

受到旅游带来的快乐! 享受到东北

亚旅游业发展的巨大成果$

联合会成员省的旅游资源具有

极强的互补性! 也是互为旅游客源

地! 河南已经准备建立成员单位旅

游局长联席会议制度和固定的会员

制度,构筑旅游信息合作沟通平台&

旅游发展交流信息库和 %河南)东

北亚旅游'网站,适时召开年会和各

种业界交流及宣传推广活动! 打造

区域旅游产品和品牌! 实现区域间

资源的共享! 共同促进区域内旅游

业发展$

记者! 河南现在已经有了两大

旅游国际交流合作平台! 能不能详

细谈谈$

苏福功!

!

月
+!

日!东北亚地方

政府联合会旅游专门委员会成立大

会在我省召开! 并由我省担任首任

协调员$ 这意味着河南在继世界旅

游市长论坛这一品牌固化在河南之

后! 又增加了一个旅游国际交流与

合作平台$ 在这
)(

个成员省中!有

)$

个来自日本&韩国&俄罗斯&蒙古

和朝鲜! 这一地区也是我省重要的

客源地$ 河南作为协调员!可以开展

形式多样的旅游交流活动! 实现成

员间优势互补&客源互动$ 这也是我

省对外开放的平台! 利用这个国际

交流平台! 可以拉动我省入境游的

快速发展! 提高河南在东北亚的社

会经济影响力! 从而加强我省与东

北亚社会经济的全方位合作$

记者! 河南是如何赢得东北亚

地区联合政府的青睐! 成为首任旅

游专门委员会协调员的$

苏福功!河南担任首任协调员!

首先是我们积极争取的结果$去年
!

月初! 史济春副省长率河南省代表

团出席了在山东济南举行的东北亚

地区地方政府联合会第七次全体会

议$ 会上! 史济春作了有关区域经

济与地方旅游为主题的发言! 赢得

了代表们的首肯$ 我省提交的-关于

在中国河南省设立旅游专门委员会

并由河南省担任协调员的提案.!获

得全票通过$ 同时!也是缘于该组织

对我省旅游业发展及举办大型国际

活动能力的认可$ 特别是去年我省

成功举办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及

连续三年的国际旅游小姐大赛总决

赛!都在国际上产生了良好影响$

记者!(河南宣言) 对下一步我

省*旅游立省+战略的强力推进将起

到怎样的作用$

苏福功!%旅游立省' 战略提出

之后! 河南大地上掀起了旅游建设

的新高潮!-河南宣言. 既是对近年

河南坚持科学发展& 坚持 %旅游强

省' 战略& 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肯

定!同时!也是一种警醒&鞭策和激

励$ -河南宣言.确定的加强地区间

的旅游交流合作! 实现区域的旅游

资源共享等内容非常有利于我省开

拓入境游市场! 这对更好实施旅游

立省战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记者!通过旅游专门委员会!河

南如何分享东北亚各地旅游与城市

发展的良好经验!形成共赢局面$

苏福功! 这次东北亚旅游专门

委员会成立大会结束后 ! 日本 &韩

国& 俄罗斯等国家的十几个城市都

提出组织更多的旅行商与媒体到河

南来! 都希望河南到他们那里去推

介!再有几天!省委常委&副省长孔

玉芳就要率团到日本与韩国进行大

规模的旅游推介了! 河南自然风光

尤其是历史人文景观的优越! 改革

开放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 城市

功能的极大改善! 对海外游客都会

产生极大吸引力$ 我们只要牢固树

立可持续发展理念!让-河南宣言 .

的理念在河南落地生根! 不断优化

城市环境!打造特色旅游!在服务东

北亚各地旅游合作的同时! 也会推

动我省旅游业的发展$

本报记者 王小萍

!"#$%&'()*+,-./

%%%省旅游局局长苏福功解读(河南宣言)

一场秋雨!仿佛一场洗礼$

!

月
*

日!借

"%%!

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七届好想你红枣

文化节开幕的良机!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

公司!宣布成立$

%枣红'!成为会场的主打色$ 平日里!

不要说成熟男性!即便小伙子!对这样艳丽

的色彩也会有几分犹疑!而此时此地!放眼

望去!男女老少!均是一身%枣红'$ 这是%好

想你人'最爱的色彩!这色彩中包裹着丰收

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期待$ %好想你人坚持以

感恩之情!办良心企业!为群众提供健康食

品$ '公司董事长石聚彬表达着%好想你人'

的心声!自信&从容$

在枣乡姑娘的引领下! 游客们来到好

想你红枣科技示范园!伴着欢快的乐曲!枣

乡姑娘舞起-大红枣儿甜又香.$ 质朴的动

作!是枣乡人生活的写照,无拘的笑容!是

枣乡人心底的幸福! 游客们不由得和枣乡

姑娘一同摆动腰肢$

枣乡姑娘为游客捧上了鲜枣& 枣干&枣

馍&枣饮!大家惊讶了)))一个产业!能在一

颗枣上!做出这么多文章( 于是纷纷解囊!把

这些%新花样'带回去让家人见识见识$ 新郑

市委书记吴忠华说/%好想你枣业不仅带动了

一方经济! 也成就了一个知名的旅游商品品

牌!政府将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

枣林中!松软的沙土&清爽的枣香!感

染着游客的心!这一段恬静的时光!着实难

忘$ %好想你枣业作为一个绿色产业!不仅

为人们提供了健康饮食! 也为大家提供了

一个尽享田园的减压场所$ '新郑市市长王

广国说$

据悉! 本届枣乡风情游活动将持续到

%十一'黄金周$

!"#!$"'**!((

图说江山

商丘旅游

%商丘是河南旅游0东引西进1的战略

桥头堡!也是省0三点一线1黄金旅游线路

上的重点城市! 在全省旅游发展格局中具

有重要地位$ '省旅游局局长苏福功说$

!

月
+

日!商丘市召开旅游产业发展大

会!深入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旅游立省战

略和-实施旅游立省战略的意见.精神!并

对商丘市今后一个时期的旅游产业发展进

行周密部署$ 商丘市加快旅游产业发展&实

施旅游立省战略的序幕已经拉开! 战斗的

号角已经吹响$

商丘旅游! 正处于由观光游向休闲度

假转变的过渡期! 面临低端旅游产品向高

端旅游产品的全面升级$ 商丘市委书记王

保存强调/ 要把黄河故道的生态优势和商

丘古城的文化优势相结合! 高品位发展休

闲度假游$

商丘历史厚重 !文化灿烂 !旅游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 围绕 %一城一山一带一

村'!倾力打造商丘古城文化旅游区&永城

芒砀山文物旅游区&梁园黄河故道国家森

林公园生态旅游带&民权王公庄画虎村四

大旅游精品品牌! 让商丘旅游叫响中原&

走向全国$

思想决定行动$ 商丘市市长陶明伦要

求/要充分认识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对

商丘旅游的未来充满信心! 把旅游业摆在

更加优先的位置! 努力把旅游业培育成商

丘重要的支柱产业! 促进全市经济建设快

速发展$

教师节里念师恩

北京旅行社踩线康百万庄园

!

月
&

日! 北京市
$&

多

家旅行社负责人参观考察了

康百万庄园 ! 纷纷表示要将

其纳入传统河南旅游线路当

中$

据悉!巩义市旅游产业大

会召开之后!康百万庄园高度

重视 &积极行动 !采取走出去

和请进来相结合的办法$ 到焦

作&漯河 &开封等地市宣传巩

固市场的同时!邀请北京等大

城市的主要旅行社前来参观

踩线!取得了显著成效$

&张景龙 肖航'

巩义浮戏山!又开新景点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通讯员 汪全

商丘!"桥头堡$上响起%冲锋号$

%%%"%%!中华枣乡风情游暨第七届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开幕式侧记

!"#$

%&'()*+,

李俊玲 ,

文 杨向辉 ,

图

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千万种奇花异卉

竞相绽放&争奇斗艳!花博会主会场及开幕

式现场成了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名优花木科技园区!面积
#%

万亩的%中

原休闲航母'!其重要观赏点天价树&龙源世

纪花木园&鑫地园林!令人叹为观止$

花都温泉度假区!沐浴在%花丛中的香

温泉'!体味
#%%

多个露天疗养汤池!尽享花

儿的滋润$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通讯员 张丽静

郑州惠济区!各景区推出

系列活动!向老师们致以节日

的祝贺$ 教师节当天!持本人

教师资格证可免票进入惠济

区各景区$ 各景区也都准备了

丰富多彩的活动为您助兴$

黄河花园口旅游区/推出

黄河号子 ! 每天至少
$

场演

出!还增加了各地特色劳动号

子! 如 %打井号子'&%抬工号

子'&%采石号子'等,民俗表演

和少林武术功夫表演,景区推

出办理年卡业务$

黄河富景生态世界/推出

水上竹筏比赛& 佤族表演&狂

欢篝火晚会$

金帝庄园推出垂钓&采摘

活动$

四季同达生态园怪坡!可

以体会 %球往高处走 !水往高

处流'的奇妙$

&刘倩'

栾川鸡冠洞风景区 !

!

月

#%

日!景区特推出真情回馈教

师的优惠活动/当天持教师证

可享受景区门票的优惠价格$

活动期间 !景区还将开展 %感

恩老师!影视展播'活动!展播

优秀教师事迹及与教育相关

的故事片!科普片$

栾川重渡沟风景名胜区!

!

月
#%

日 !持教师聘用证
-

在

职教师
.

均可享受门票全免
/

晚

上
)0%%

-老师您好 .大型歌舞

表演在重渡沟演艺广场激情

上演$

新乡万仙山景区!自
!

月

)

日至
!

月
#+

日期间!教师凭

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进入万

仙山景区可享受
$&

元
,

人的

优惠价! 其中
!

月
#%

日当天

免票$

西峡恐龙遗迹园!

!

月
#%

日!凡持有省级教师职业资格

证书的教师可享受正常门票

的半价优惠$

西峡龙潭沟景区 !

!

月
!

日到
!

月
#$

日期间 !凡前来

参观游玩的教师 ! 凭教师证

可享受半价优惠 *

"&

元+,县

级以上优秀教师可享受免票

优惠$

郑州金鹭鸵鸟游乐园!

!

月

)

日到
!

月
#$

日! 凡持有教师

职业资格证书的教师可享受正

常门票的半价优惠, 接受过县

级以上表彰的优秀教师! 持有

效证件可享受免门票优惠$

郑州世纪欢乐园 !

!

月

#%

日!世纪欢乐园推出%快乐

互动!欢乐感恩 '主题优惠活

动$ 当天!省级及以上优秀教

师 !凭获奖证书 *原件 +可免

费游园 , 所有教师当天凭本

人有效教师证 *原件 +可以享

受门票五折优惠 *即
+%

元
,

张+$ 此外!

"%

名小学生提前

组团预订 ! 还可带
#

位恩师

免费游园 *老师须凭教师证

或资格证+$

内乡县衙/

!

月
+

日!内乡

县表彰了
&%

名优秀基层教育

工作者$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内乡县衙以 %免费游 '向优

秀教师们致敬$

&王儒林 张中立+

汝州!柿子红了

休闲养生 西峡老君洞

电话!

#$%%

&

&!!'&%(&

尧山%%%青龙出海

西峡老界岭大鲵观光园

!"##$%&%%!!*&

科普 旅游 避暑

电话!

!"##$%&&"&(&*

中原九寨 山水天堂

西峡五道石童

周末自驾游

进入
!

月份以来!在全国

上下喜迎国庆
)&

华诞之时 !

为了更好地展示林州的独特

风光!红旗渠风景区分别在北

京&天津&山东&山西等各大地

市的主流媒体进行了大规模

的宣传活动!并对景区内部的

硬件设施进行了更新!投资
(&

万元对红旗渠重点工程青年

洞进行了声光电亮化! 新建
,

万平方米停车场一个!新增五

星级生态环保厕所一座!全力

为游客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安

全的旅游环境$ 另外!景区还

重点从软环境着手!加强职工

的服务意识培训!有效提高了

职工的服务技能!使游客能够

全身心地纵情山水!饱览红旗

渠风光!为自己的人生旅途留

下美好回忆(

-

杨庆峰
.

"十一$长假'红旗渠风景区积极备战

-./0

12345 6789:

"茹会 唐昆

虢国博物院!*虢+字向我们昭示了一个

崇尚勇武的军事强国"

涵谷关!战火隐没着雄关!铸炼着历史"虽然物是

人非!眼前却分明是远古的一幕"

双龙湾 !彩虹 #溶洞 #峡谷等自然人文于一

身!描绘了不一般的*秦岭罗敷!北国漓江+"

济源市黄河三峡景区!

!

月

#%

日)

#$

日!景区对教师*凭证

件+实行门票全免&索道半价及

同行人员门票&索道半价的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