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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安山野生动物欢乐世界 六一儿童节带您乐翻天

栾川之旅

栾川县旅游产业扶贫
为贫困户发放旅游接待物资

初夏时节，美丽河南再次迎来海内外

客人关注的目光。5月27日，2018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在郑州国际

会展中心开幕，来自近30个国家、国内外

100多个旅游城市的市长或代表相聚一

堂，共商合作发展。

省政协主席刘伟，中国文化和旅游部

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李金早，省委常委、宣

传部长赵素萍，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马

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济超出席开幕

式。副省长何金平主持开幕式。 李金早

在致辞中代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向论坛

召开表示祝贺。他说，国际旅游城市市长

论坛已成功举办五届，成为深化国际旅游

合作的重要平台，展示各旅游城市风貌的

重要舞台和提升旅游交流水平的重要渠

道。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文

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正在向全域旅游发

展。希望本次论坛取得更多成果，也希望

大家在河南多走多看，感受河南的历史文

化和河南人民的勤劳智慧。

受省委书记王国生、省长陈润儿委托，

赵素萍向参加论坛的各界嘉宾表示热烈欢

迎，并简要介绍了河南历史和省情。她说，

本届论坛紧扣时代脉搏，内容丰富多彩，为

推动有关国家和城市旅游资源整合开发和

旅游市场互动共享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河

南将一如既往敞开开放的大门，不断深化

与各旅游城市的交流合作，共推旅游繁荣。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祝善忠

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说，旅游是促进各国

经贸和人员往来的有效途径。相信通过举

办此次论坛，必将加深世界旅游组织与河

南的合作，为中国和世界旅游业发展贡献

更多力量。

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由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河南省政府共同主办。本届论坛主题

为“共享经济时代下的城市优质旅游”。（李
辉 文/图）

宝天曼充盈着原始的气韵从远古

中走来，面纱刚一被现代文明撩开，她的

神秘与美就吸引了科研界和游客的关

注。

宝天曼兼有泰山的古朴、华山的险

峻、黄山的奇秀和张家界的妩媚，古老

的地质、雄而秀的群山、涓涓流水连起

的瀑布与深潭、树海的碧波、四季的花

香、动物王国的众多生灵，共同铸就宝

天曼的美。

宝天曼的美是一种多变的美。她

具有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地带气候

特征，气候垂直分布又比较明显，当山

谷已是一派生机的时候，山顶还是雪封

冰冻的世界；当绿还没从谷地退出，雪

已经造访了山顶，高处不胜寒，一片的

萧瑟。宝天曼中过一日如渡三季，时空

在此乱了程序。

宝天曼有一种来自内在的坚强

美。她遭受过暴雨造成的泥石流、旱天

造成的火灾还有冻灾和虫灾，她自我疗

治，以坚韧的毅力迅速康复，以生生不息

的精神延续物种，体现出一种默默承载

沉重的敦厚与力量。

宝天曼有一种博大的美。她兼容

南北方的植物和动物，3231种野生植物

保持着过渡地带山地生态系统的原始本

底，是最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

样复杂，森林群落典型而独特，是绿色的

宝库，植物的王国。

宝天曼的美是一种神秘的美。立

山涧看白云悠悠绕山，观者如闲云中野

鹤，任心放松驰骋；处山顶，脚下白云翻

滚，似天下地上两层间，羽化而登仙；峰

顶看日出，红日从脚下的青翠中升起，此

时天人突然合一，一切都在妙不可言中。

宝天曼美在四季。

春季，冷气从山底慢慢向山顶撤

退，歇足了的万物也开始醒了，点点嫩

黄从山涧渐渐向上浸润，山由浅浅的绿

黄变成深绿，迎春花儿引领几百种山花

在绿中烂漫，不入花丛便闻百花香，渲

透肺腑；穿行山林，鸟儿在蓝天和头顶

间比翼，入耳鸟语清脆悦心；调皮的小

动物不时地在来访者面前窜来窜去，撩

人童心无限欢乐，宝天曼生机无处不

在。

夏季，当热浪使人难耐的时候，宝

天曼油油的绿似乎装进了所有的热燥，

不用扇子不用空调，凉凉的山风，湿湿的

冷气让人处热夏而不思秋凉。

秋天，宝天曼因为成熟，逐渐脱掉

了绿装，满山印染成红黄绿三色相间

的色调，最先红起来的是五角枫、槭

树，它们火一样从阳坡蔓延，紧接着黄

栌树、柿树、棠梨树迅速被点燃，满山

的红叶，火一样的热烈，百十种野生果

子没有污染放心食用。一阵大风吹

过，红的叶黄的叶壮烈地归向大地，把

整个山地铺了个遍，让生命滋养来年

的新绿。

冬季，宝天曼总是银装素裹，雨还

没刚一落定，就成了固体，把宝天曼变成

透明的水晶。水晶般的树上结满冰挂，

似密密匝匝的钟乳石；悬崖的瀑布也变

成了透明的水晶布，长至百尺，高高挂

起。宝天曼的霜、宝天曼的雪，也都能让

宝天曼冰清玉洁，素面朝天。雪后假如

是朗朗晴日，那洁白的山根本让俗人俗

目无法面对，处在一片洁白中，身心也自

然觉得晶莹，宝天曼美在冬季的洁白

中。（余昕）

前不久，我们一家人驾车来到了洛阳

市的栾川县游览，因这里的景点多、景色

秀，在这里足足游览了4天。

我们先来到县城西大约 4 公里处的

鸡冠洞风景区，这是一座天然的石灰岩

溶洞，因山顶恰似鸡冠，貌似雄鸡昂首

引颈高啼而得名。步入洞口顿时有一

股阴凉感觉，沿着台阶而下一眼看不到

底，洞里面的钟乳石自然造型千姿百态

形象逼真，令人眼花缭乱，在灯光的照

射下洞内形成了五光十色。鸡冠洞因

奇、丽、幽、深、险、峻、秀被称之为“北国

的第一洞”。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被称为“北国水

乡”的重渡沟风景区（分西沟和北沟两部

分），它是栾川自然景区中的代表景区，因

东汉光武帝刘秀二渡伊水至此，摆脱王莽

追杀并成就帝业而得名。该景区有水帘

仙宫、金鸡河、海翠河3大景区组成，分成

了200 个自然景点。其中的水帘仙宫由

水帘仙宫瀑布、仙象登坛、千年豹榆、壁虎

情缘景点组成，瀑布长70米、宽8米，飞瀑

流过被青苔分割成条条银白色水链，太阳

照在瀑底潭中再映射到飞瀑珠帘上折射

成七色彩虹，与太阳照耀下的青苔珠帘交

相生辉，仿佛蓬莱仙阁的海市，瑶池仙宫

的蜃楼。金鸡河景区是一条长3.8公里，

由喷涌而出的剑插泉、象口泉、铸链泉、天

井泉交汇而成的河流，其中5米长的瀑布

有30余条，30米长的瀑布5条，最长的100

余米，最宽8米。

尔后，我们还来到了山高奇险的森林

公园天然氧吧龙峪湾、山水秀丽的养子

沟、春天里蝴蝶成群的蝴蝶谷以及历史悠

久的老君山游览，每到一处都有着全新的

感觉。

栾川青山绿水，环境优美，空气清新，

土地肥沃，不仅适合旅游，而且更适合居

住。在九龙山上的温泉度假村居住，不仅

可以享受到舒适的温泉（泉水温度可达到

70℃），而且还可以休闲娱乐，养生保健，

游览名胜古迹静安寺。如果居住在山脚

下的农家，可以品尝农家风味，晚上免费

泡温泉，其乐融融。

来到栾川吃名吃系游人的爱好。栾

川的特产主要系山上的菌类产品以及山

野菜和野果。走进当地的饭店，早餐上金

黄色的玉米粥饭令人喜欢，其味道浓香甜

可口，午餐属于大烩菜了，是用肉片、菌

类、白菜、土豆片、粉条等当地特色调料烹

炖而成的，不但营养丰富，而且经济实

惠。（李朝云）

洛阳万安山野生动物欢乐世界以野

生动物种群放养和自驾车观赏为特色，依

托现有地形地貌，进行保护性开发，塑造

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超大型野生动物

世界。该园是中原唯一一家可以自驾车

入园的景区，车行区以大型食草动物或

猛兽为主，游客可以自驾或者乘坐观光

车近距离观赏各种可爱的食草动物，体验

穿越猛兽区的惊险刺激。在园区的国际

演艺中心，精彩的大马戏每天不间断演出。

六一儿童节期间，该园送上福利：

入园游玩游客，参与官方活动，统一黑

芝麻乳免费喝；参与官方活动，新鲜蜜

桃免费采摘；车展免费看，购车享优

惠。（李辉 文/图）

近日，栾川县为137户发展农家宾

馆的贫困户发放总价值四十万元的生

产物资，每户贫困户可领取总价值3000

元的实物奖励。目前，这些生产物资已

经陆续发放到贫困户手中，主要用于提

升农家宾馆的硬件设施，提高接待服务

质量。

据悉，在5月19日栾川县召开的

“全域旅游·美好生活”旅游产业扶贫推

进大会上。栾川县137户从事农家宾馆

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被授予“旅游扶贫

重点户”的称号。这些贫困户收到总价

值四十万元的生产物资大礼包，包括一

套餐桌椅，一台冰柜，一台消毒柜、一台

油烟机。每户可选取其中两件总价值

三千元的实物奖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些生产

物资的发放，体现了栾川旅游脱贫攻坚

由送钱送生活物资的“输血式”扶贫向

送生产资料送生产技能的“造血式”扶

贫的转变，调动贫困户的内生动力，为

贫困户提供赚钱技能，并在服务指导、

客源推荐等方面对他们予以倾斜支持，

使贫困户在参与乡村旅游发展、参与旅

游接待服务中实现脱贫致富。（金艳霞
王国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市“学成都佛山

促转型发展”动员大会精神，进一步加强

焦作与佛山两地旅游经济合作，实现旅

游资源、产品、信息和市场共享，焦作市

旅游局与佛山市旅游局立足两市旅游实

际，经过多次认真研讨和商议，于5月24

日签订了两市旅游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两市旅游管理部门将从

八个方面加强旅游合作：一是推动两地

旅游资源开发，加强旅游项目投资合

作，按互惠互利的原则支持本地企业在

对方投资兴业，谋求资源开发和市场需

求的协调发展；二是积极促进两地旅游

行业协会和旅游企业的合作，推进双方

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提升旅游合作的效

能；三是互相出台优惠和扶持奖励政

策，对输送旅游专列、旅游包机、境内外

游客、会议团体到本地的对方旅行社，

以及宣传推广和开拓本地旅游市场有

成效的对方旅游企业给予扶持奖励；四

是强化旅游宣传营销的合作，联合拓展

旅游客源市场，并充分利用两市官方微

信公众号、官方微博、官方网站等自媒

体平台，探索共同开展各类线上、线下

旅游营销宣传活动，实现旅游信息共

享、旅游传播共拓、旅游市场互动；五是

以互为目的地的形式开展旅游宣传促

销活动，每年组织1-2次到对方城市及

周边地市进行旅游推介，并积极组织本

地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和媒体

参加对方的重要旅游节会、旅游宣传促

销和招商等活动，联手共同开拓国内外

客源市场；六是共同打造共具特色的旅

游产品和线路，将佛山的咏春拳等和焦

作的太极拳等武术旅游资源进行整合，

共推“中国功夫之旅”，将佛山的岭南文

化与焦作的黄河文化相融合，共推“中

华文化之旅”；七是强化旅游人才队伍

的交流合作，相互组织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和旅游企业的管理人员等到对方城

市进行考察交流或挂职锻炼；八是建立

工作会商机制，在旅游发展规划、市场

开发计划、旅游政策等旅游业发展重大

决策方面及时沟通，形成互相学习、借

鉴和合理互动的合作机制。（刘晞暄）

5月26日上午，郑州市旅游局和文物

局联合郑州市年卡办在环翠峪风景名胜

区开通了首班旅游年卡景区直通车，将

40多名持郑州旅游年卡的市民从“家门

口”直接送达景区。

环翠峪风景名胜区位于郑州西南40

公里的荥阳市境内，是国家3A级景区。

景区以自然山水为主体，古城堡为特色，

人文资源为依托，融观光旅游、休闲度假、

科普教育、生态环保等功能于一体。现有

自然景观130多处，以独有的石怪、洞奇、

景幽、林美著称，游览区有卧龙台、杏花

村、鸡冠山古橿林、落鹤涧、龙溪宫、陈南

沟自然生态观光苑、八路军后方医院等。

杏花节、嫘祖文化节、柿子文化节、红叶节

等活动的举办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玩，

年卡直通车开通以后将会有更多的游客

来到环翠峪景区游玩。

郑州市年卡办负责人介绍，为落实

郑州市委、市政府的旅游惠民政策，于

2016年10月发行了郑州旅游年卡。具

有郑州市户籍（包括各县市区）的居民只

需100元办理旅游年卡，就可在1年零

60天内游览包括郑州市的古柏渡飞黄

旅游区、环翠峪风景名胜区、彩虹谷旅游

区在内的，及世纪欢乐园、康百万庄园、

中原福塔等30多个景区，且不限次数。

目前已有2万多市民得到了实惠，郑州

旅游年卡景区直通车的开通，用一辆车，

把旅游年卡景区和持卡市民联系起来，

解决了市民到年卡景区交通不便的问

题，下一步，郑州市年卡办还将陆续开通

郑州市区到新密、登封、巩义和新郑的旅

游年卡景区直通车。

近年来，荥阳旅游以“打造成为省会

郑州近郊旅游休闲体验游最佳目的地、郑

汴洛焦两小时旅游圈上的重要节点”为目

标，围绕“重点景区+重大活动+乡村旅

游+产旅融合”四位一体的发展模式，全

面构建“北部沿黄旅游带、南部山水生态

景观带、中部市区文化休闲体验中心”的

旅游发展格局，推动“互联网+”与“旅

游+”系统应用，推进旅游要素完备配置、

旅游产业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目前荥阳

市已建成国家4A级景区2个、3A级景区

1个、2A级景区1个，国家4星级饭店3

家、3星级饭店1家，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

乡（镇）1个、河南省乡村旅游示范村1个，

郑州市乡村旅游特色示范村3个，星级乡

村旅游经营单位13个，全域旅游承载力

持续提升，旅游发展保持了强劲的增长态

势。(孟颜歌）

2018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开幕

美哉，宝天曼

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市场互动 共促发展
——焦作市旅游局与佛山市旅游局签订旅游合作协议

郑州旅游年卡景区首班直通车在荥阳开通

日前，在2018美丽中国——生态

城市与美丽乡村文明经验交流会上，固

始荣获“中国生态魅力名县”称号。 这

是该县继2017年荣获“中国最具特色

旅游示范县”称号之后，获得的又一项

“国字号”品牌。 此次活动由全国生态

文明建设发展论坛组委会主办，以“促

进生态文明建设·共建美好家园”为宗

旨，总结和表彰各入选地域生态文明建

设成果，推介宣传和表彰各入选地域生

态文明与区域经济和谐绿色发展先进

经验。

近年来，固始县把大力发展旅游产

业作为拉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带动农

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抓手，坚持以加快转

变、跨越发展为主线，以实现旅游“安

全、秩序、质量、效益”为目标，通过有序

引导和政策支持，多方搭建招商引资平

台，强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旅游经济

已逐步发展成为全县经济最具活力的

增长点之一。

2017年，固始共接待游客525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5.86亿元；旅游

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带动

作用越来越明显，在扩大消费、调整结

构、促进就业、脱贫攻坚、增加收入、改

善生态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王亚运）

固始县

荣获“中国生态魅力名县”称号与会嘉宾启动论坛开幕装置

机灵敏捷的矮马机灵敏捷的矮马 调皮可爱的猴子调皮可爱的猴子

爱吐口水的羊驼爱吐口水的羊驼 温驯喜人的梅花鹿温驯喜人的梅花鹿

宝天曼一景宝天曼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