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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加关注
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旅

游，以深厚的报道诠释旅游，
以敏锐的目光守望旅游，以
贴心的服务奉献读者。

你想了解最新的旅游咨
询吗？你想游山？玩水？踏
青？避暑？漂流？滑雪？泡
温泉？来吧，扫一扫并关注
本刊微信公众平台，获取最
新旅游资讯。让我们纵情山
水间，细细品味旅游带来的
幸福和欢乐。

在河南省 18地市主流媒体
成立的河南省报业旅游联盟带领

下，2017年《河南省惠民旅游卡》
已正式发行，持卡会员可免门票

畅游省内外超过50家优质知名
景区，涵盖山水、温泉、滑雪、漂流

等各类景区。

咨询电话南阳日报旅游专刊

部 ：60880125、15838718515、

13938973927。

出行参谋

网址：www.377u.com

旅游就要认品牌
南阳
国旅

地址：人民南路1036号

出境游资质门店加盟：13803776263

经营许可证：
L-HEN- 电话：62226677/88/99

三月西藏桃花
节特价来袭；九寨沟
火车双卧五日游特
价 859元；北京夕阳
红双卧七日游。泰
国、迪拜、斯里兰卡
等多条特价旅游线
路火热报名中！

栾川抱犊寨
休闲二日游358元／人

绿 洲
旅行社 63206586

13598297067
电
话

地址：人民路市人大南隔墙清大教育201室

国宝八仙洞

直通车
电话：63196138

阳光
旅游 地址：市中州中路68号

（中心广场西50米路北）

精品景区

西峡恐龙遗迹园国家55AA级景区

老界岭旅游度假风景区

国家AAAAA级景区·中国最佳度

假胜地·最佳旅游目的地

中国·西峡 0377-69915766

内乡县衙

景区热线：0377-65333488

天下第一衙

西峡龙潭沟中原第一瀑布群

快乐中原第一漂

奇峰幽峡 周末之家

电话：0377-63596796

南召·五朵山

休闲·五道幢
中原九寨 人间天堂

景区电话：0377-69921252

西峡老君洞
国家4A级景区

景区热线：0377-69777788

本报讯（记者王蕊 通讯员贾玲）

3月8日～10日，内乡宝天曼生态
文化旅游区在郑州举办系列旅游

推介活动。

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是由

宝天曼、内乡县衙、宝天曼峡谷漂

流三家国家4A级景区组成，是一
个融科普、科考、观光、休闲、体验

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生

态文化旅游目的地。内乡县衙

的建筑、楹联、碑刻和陈展，彰显

了“一座内乡衙，半部官文化”的

深厚内涵；宝天曼峡谷漂流九曲

十八弯的河道，使游客在赏美景

的同时，尽情体验漂流过程的惊

险、刺激;宝天曼的奇峰绝壁、峡
谷溪流、参天古木，构成一幅精

美的山水画卷。

3月9日,100多家郑州知名旅
行社、60多家新闻媒体受邀参加旅
游宣传推介会。推介会上，与会嘉

宾观看了旅游区宣传片《神奇宝天

曼 千年古县衙》和《内乡宝天曼生

态文化旅游区5A级景区创建纪实
片》，初步了解内乡宝天曼生态文

化旅游区的资源情况、国家5A级
景区创建过程和创建成效。此次

郑州专场旅游推介会，是 2017年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管委

会组织的首场推介会，刷新了郑州

旅行社和新闻媒体对宝天曼生态

文化旅游区的认识，提升了旅游区

影响力，加强了两地旅游界之间的

交流沟通。

此次旅游推介系列活动还举

办“走进郑州紫荆山公园广场”，利

用现场推介旅游产品、面对面交流

等形式，展示旅游区丰富的旅游资

源和完善的旅游服务体系，发放宣

传资料 1万余份、旅游区纪念品
3000多件，加深郑州居民对旅游
区的了解和认识，受到郑州居民

的欢迎。推介活动期间，宝天曼

生态文化旅游区管委会负责人走

进中原旅游网直播间，讲述旅游

区冲刺国家5A景区的故事，通过
网络媒体向大众推介旅游区。此

外，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

还与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签订合作

协议，校企强强联合，共建学习教

育实践基地。

正在全力冲刺国家5A级景区
的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通

过此次郑州旅游推介活动的成功

举办，已在郑州旅游市场迅速炒热

内乡旅游。⑩6

又讯（通讯员王勇）3月8日，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与郑

州三家旅行社成功签约，开通了郑

州—内乡旅游直通车。

内乡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

管委会分别与河南康辉旅行社、中

国青年旅行社河南分社、河南威远

旅行社签订了开通旅游直通车合

作协议。

郑州—内乡旅游直通车开通

后，郑州游客乘坐旅游直通车一票

直达到内乡旅游，体验内乡宝天曼

生态文化旅游区5A级景区创建的

新变化，感受内乡县衙厚重的历史

文化、品尝县衙历史文化街区的特

色美食；在宝天曼原始森林中享受

天然氧吧，欣赏如画美景；在宝天

曼峡谷漂流的激情冲浪中回归自

然、体验刺激和欢乐。

3月10日至3月31日，内乡宝
天曼景区特推出优惠措施，凡我省

居民凭身份证可免门票游览景

区。⑩6

宝天曼生态文化旅游区在郑州举办推介活动
●开通郑州—内乡旅游直通车
●3月31日前全省居民可免门票游宝天曼

本报讯 （记者王蕊）大美河

南，风光无限。本周，河南省惠民

旅游卡会员可免门票游览南阳七

峰山、龙湾温泉，开封天波杨府、万

岁山旅游区、中国翰园，三门峡陕

州地坑院三地六景区。

方城县七峰山生态旅游区集

长城考古、登山探险、亲水休闲等

资源于一体，山上有古代楚国长

城，被称为“中国长城之祖”。七峰

山高空玻璃索桥位于后山腹地，又

名“步云桥”，横架在两座山脉之间，

全长约188米，宽2.1米，桥面与地
面垂直落差约166米。游客行走在
上面仿佛悬空而立，让人体验到踏

步云端的惊险刺激。

南阳龙湾温泉是经过多次勘

探，在温泉带中心打出井深1200米
的温泉，水温达62℃以上，分室内
温泉和露天温泉两大部分。景区

将温泉文化和医药文化有机结合，

设有大型溶洞温泉疗养池、玉石疗

养池漂浮池等；露天温泉设有大型

冲浪设施、急速旋转池、条形聊天

池、儿童娱乐温泉池等。

天波杨府是北宋抗辽英雄杨

业的府邸，位于开封市西北隅天波

门的金水河旁。第八届杨府国际郁

金香艺术节进一步展现了郁金香的

独特魅力，景区共种植郁金香20余
个品种20万株绚丽多姿。除了徜徉
在郁金香花海，《杨令公点兵》、《佘太

君游园》、《酷炫杨家将》等演艺节

目也让让游客震撼。

开封万岁山游览区是以大宋

武侠文化为核心的主题景区，与龙

亭湖风景区毗邻，占地500余亩，以
森林自然为格调、兼具休闲娱乐功

能的多主题、多景观大型游览区。

景区以宋代武侠题材为背景，常年

推出36部全天60多场实景武侠剧
演出。

中国翰园坐落于开封，占地

120亩，分碑廊和园林两大景区，园
林区清新淡雅，景色迷人。碑廊收

藏了3700多块书画碑刻，以书法艺
术为主，系列表现了中国文字发展

史和书法史。这里设立有历代书法

碑廊、现代书法碑廊、篆刻碑廊等十

大碑廊，展现了中国书画艺术的源

远流长和博大精深。

三门峡陕州地坑院被誉为地平

线下的古村落、人类穴居的活化石。

景区在地坑院原有的基础上，将22
座地坑院相互贯通，内设不同主题风

格。景区旁设立的马嵬驿·百味巷小

吃街也深受游客喜爱。

跟着河南省惠民旅游卡，免门票

走进这些景区开启全新的旅游体验，

详情可登录惠民旅游卡官网或者到

当地会员活动中心咨询。⑩6
特别提醒：一、本周惠民旅游

卡直通车推出：1.陕州地坑院+高
阳山温泉两日游（3月 18日～19
日）。2.开封万岁山+天波杨府两
日游（3月18日～19日）。3.七峰山
一日游（3月18日、19日）。

二、2017年河南省惠民旅游
卡热售中，全省统一零售价 68
元。会员特惠：①持卡会员可获
得飞扬健身免费体验一次，包含

健身器材、舞蹈等所有项目，体验

时间9时～16时，体验资格长期有
效，可转让。②持卡会员可享受
蹦 K8折优惠（特惠适用于市城区
飞扬健身、蹦K各门店）。

具体可咨询南阳日报旅游专刊

部，电话：60880125、15838718515、
13938973927。省报业旅游联盟南阳
活动中心南阳海外国旅总部，电话：

13938989050、83982007。同时，省
报业旅游联盟南阳19个会员活动
中心正在接受报名。

宛若仙境看山水 穿越古今寻历史
本周，三地六景区邀惠民旅游卡会员游览

19个会员活动中心接受报名
1.南阳海外国旅总部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93898905083982007

83990226
2.海外国旅梅溪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513903807861626666
3.南阳老年旅游委员会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820388500060580809
4.海外国旅工农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883771234563289000

5.海外国旅中州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70077187061628666
6.海外国旅长江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84979868263333033
7.海外国旅红都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70377637760566789
8.海外国旅师院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523777255269391111
9.海外国旅大统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6037567813633997908
10.海外国旅镇平县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873667566665912777
11.海外国旅内乡县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599317222260569888
12.海外国旅邓州市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938980338 66052277

13837702187
13.海外国旅邓州文化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6298888515937718018

18338331558
14.海外国旅邓州东一环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6298888118595949888

15.海外国旅邓州穰城路会员活
动中心

电话：6297555515936129888
16.海外国旅西峡县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83772775915237729333

69692333
17.海外国旅淅川楚都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78215499715565667881
18.海外国旅鸭河工区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568818255566632296

13333683799
19.海外国旅唐河县会员活动中心
电话：13782006911 68939360

本报讯 （记者王蕊） 上周，

河南省惠民旅游卡会员一起游览

三山一峡一古镇，登山赏花访古

寻幽，优哉游哉过周末。

洛阳黛眉山景区，黄河三面环

绕的世界地质公园，三面观水的绝

佳之地。来自南阳的李先生说：“在

这里看黄河，简直太震撼了！”而“天

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

高山草原也让惠民旅游卡会员啧

啧称奇。洛阳栾川天宇红豆杉景

区，山水秀丽，独特的古时建筑、风

味小吃、农家小院及4500亩红豆杉
树林也让会员乐享其中。

三门峡黄河丹峡举办“第三

届黄河桃花节”开幕时间和会员

活动日在一天，此时的黄河丹

峡，水鸟翻飞迎嘉宾，丹峡两岸

桃花烂漫，如云霞萦绕。会员们

踏青探春赏桃花，或乘游船，或

坐索道，对黄河丹峡的美有了更

深刻的体验。

许昌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也有秀丽的风光。驻足大鸿寨山

巅，群山拱围，峰峦叠翠，气象万

千，着实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

返。禹州神 素有“钧都”之称，悠

久的历史给神 镇留下了丰富的

文物古迹，钧瓷一条街、望嵩门、天

保寨、邓禹寨等景点，让会员们犹

如穿越回到了古代。

河南省惠民旅游卡每周都为

会员准备优质景区和不同主题的

游览活动，快快加入惠民旅游卡

的大家庭，开启特别的旅游体验

之旅。⑩6

登山赏花踏青寻幽 老家河南美景多多
上周，惠民旅游卡会员畅游三山一峡一古镇

旅游推介会现场 通讯员 贾玲 摄

七峰山

龙湾温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