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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聚焦聚焦聚焦

巩义：
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本报讯（记者 谢庆 通讯员 席旭红）记者从巩义市旅游局获悉，
十一期间，巩义市共接待游客 161.55万人次，同比增长 58.2%，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3.9亿元，同比增长94%。

统计结果显示，该市主要景区黄金周期间接待游客140.22万人
次，同比增长 57.3%，实现旅游收入 3381.51万元，同比增长 61.3%。
乡村旅游共接待游客20.4万人次，同比增长91%，实现旅游收入418
万元，同比增长 97%。自驾自助游散客人数攀升，占总游客接待量
近80%。

客源市场以本地和省内近郊客源市场为主，省内游客主要以郑
州、焦作、濮阳、周口、安阳以及巩义本地为主，省外游客主要以山东、
山西、陕西、河北为主。

另据了解，黄金周期间，巩义各景区不仅精心推出了多种节会
活动和优惠政策，同时还增加了大量体验性、互动性强的游览项
目，进一步刺激了游客二次消费，该市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与旅游
收入均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其中，竹林长寿山景区共接待游客 49.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1.6%，旅游收入 1100 万元，同比增长 209.2%；康百万庄园共接
待游客 13.53万人次，同比增长 53.2%，旅游收入 333.76万元，同比
增长 50.1%；偃月古城共接待游客 65.2万人次，同比增长 82.1%，旅
游收入 1803万元，同比增长 45.1%；浮戏山雪花洞共接待游客 7.0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6%, 旅游收入 92.69万元，同比增长 11%。

特别是竹林长寿山景区新增的 7D玻璃天桥、七彩旱滑等娱乐
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游客体验，接待人数暴增，10月 1日当天景区
接待游客量和收入分别为去年同期的 4倍和 6倍，仅 7D玻璃天桥
项目 7天时间就实现收入 100万元。康百万庄园景区为游客倾情
打造了全新的“慈禧驾临康百万”实景演出，新增“康家蒙学”“庆寿
焚券”“吟诵康氏家训”等环节，参与性、互动性更高；新增的金石传
拓研学体验馆，让家长带领孩子亲手学习传拓技艺，感受传统文化
魅力，成为景区一大亮点；此外，随着白瓷馆、文创馆的相继开业，

“一桶江山”茶叶桶、“洛作智水”留余茶杯、“顶戴花翎”钥匙扣、“留
余”手包、镇尺等文化创意产品也备受游客青睐，假日期间销售额
达 5.5 万元。偃月古城不仅推出了丰收节、李密开仓放粮情景剧、
戏曲大舞台等活动，还特别引进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小相狮舞在景
区长期表演，受到游客热捧。杜甫故里上演了“穿越唐朝会诗圣”
活动，游客在领略景区文化魅力的同时还能进行互动体验。潘安
花园十一期间引进了萌宠动物乐园，日均游客达到 3000 人次，亲
子休闲游成景区主流。巩义市博物馆精心举办了“走进历史 爱我
巩义”有奖问答及“弘扬传统文化石刻拓印我动手”等主题活动，让
市民在娱乐之余享受动手乐趣。

绿博园蝴蝶兰菊花展节后继续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

员 宋剑丽 刘瑞 文/图）十一期
间，郑州绿博园景区迎来了来自
省内外的游客，客流量大幅上
涨。记者获悉，虽然长假已过，
但绿博园举办的蝴蝶兰展和菊
花展仍将继续。

十一长假，绿博园精心准备
的河南十八省辖市特色民间艺

术表演精彩纷呈，吸引了不少游
客。绿博园举办的蝴蝶兰展和
菊花展也为园区增加了看点。

据悉，绿博园的蝴蝶兰展将
持续至 10 月 31 日。六万株蝴
蝶兰搭配绿植、竹排、卡通动画、
钢琴、大提琴、热气球以及纯手
工轧制的骏马、草堂，呈现出了
山水相依、马踏兰香、兰音幽梦、

浣花草堂、空谷幽兰、兰桥相会、
竹影兰踪、绿野寻兰、云帆兰影、
童语兰趣十大花展主题。绚烂
的花海景观吸引了不少游客拍
照留念。

除了蝴蝶兰展，绿博园北门
入口处、东门入口处以及下沉广场
的近20万盆菊花也正值盛花期，
园区菊花展将持续至10月15日。

登封：
旅游人数再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 李晓光 通讯员 韩心泽 文/图）昨日，记者从

登封市旅游部门了解到：10 月 1 日~7 日，该市共接待游客
68.38万人次，同比增长56.83%，实现旅游门票收入2655.1万
元，同比增长 8.55%。其中，嵩山景区接待游客突破 36万人
次，自驾游异常火爆，接待车辆近9万台。

十一黄金周期间，登封全市旅游景点游客火爆：由于
少林景区门票由 100元降到 80元，带动该市其他各个景点
全面火爆。仅少林景区，在 10 月 2 日~5 日接待量接近景
区最大接待量。相对于传统历史文化建筑为看点的嵩阳
景区与中岳景区，今年游客更倾向于前往含有现代要素的
旅游项目。大熊山仙人谷玻璃栈道、嵩山传奇项目风洞、
华彬航空直升机空中观光项目等新兴旅游业态投入运营，
吸引了众多游客。

国庆期间，登封市旅游部门积极组织登封地区挂牌导游
进行相关服务培训，联合景区执法大队和公安部门，取缔景区
无证黑导游、黑车等，提升登封市旅游服务质量。在景区内部
各点及重要路段安排得力人员，疏导交通，管理秩序，维护游
客权益，保障游客安全。嵩山少林景区在原有 160亩应急停
车场的基础上，新增停车用地，将景区停车位从原来的 1.5万
台扩充到2万台，全面满足了游客的停车需求。节日期间，相
继举行了隆重的祭孔仪式、“印象少林”大型武术迎宾仪式、少
林功夫秀等，增加了国庆、中秋节日气氛。

在嵩山景区，利用大数据分析、综合指挥中心等多种快速
高效的智能管控手段，在黄金周期间指挥调度车辆、合理疏导
人流，以最智能、最安全的方式为游客的游览保驾护航。同时
还推出百度地图智能导游和ETC智慧停车场，能够使游客在
游览的同时通过实时讲解更加深入地了解到少林景区禅武文
化的精髓。ETC智能停车场极大地方便了自驾游游客，车辆
通行和交费均由系统自动识别车辆进行扣费，智能化支付，通
行效率提高了 3至 5倍，极大地提高了游客的出行效率。“智
慧旅游”为游客提供了方便快捷，增加游客舒心度，同时也提
高了景区服务质量。

航空港区：
“三园”绚烂绽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杨宇）十一黄金周，位于航

空港实验区的郑州园博园、双鹤湖中央公园、苑陵故城遗
址公园绚丽绽放，“三园”共吸引全国各地游客近 40 万人
次。旅游业也成为该区继航空偏好型产业之后的全新经
济业态。

今年十一黄金周恰逢郑州园博园开园一周年，园博园为
游客精心打造了系列精彩丰富的文化盛宴及娱乐休闲体验活
动，累计接待游客 20.36万人次。活动期间，园博园每天为游
客精心准备 30多场演出和活动，充满异域风情的歌舞演出、
街头表演、传统民俗文化、万人寻宝等轮番上演。首届金秋菊
展上，30余种万余盆菊花供游客观赏，创意景观与优美的园
林景观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怡。

十一黄金周期间，双鹤湖中央公园共接待游客约12万人
次，其中夜间观赏音乐喷泉的游客达6万余人次，星火莲灯广
场每晚都是人山人海，绚丽的水幕表演，此起彼伏的欢呼喝彩
声，使双鹤湖中央公园的夜景格外光彩耀眼。

长假期间，苑陵故城遗址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4.79 万人
次，创历史新高。不少市民漫步苑陵故城，穿越 3000余年历
史，聆听鼓角争鸣，近距离触摸秦汉文明。

占用高速应急车道
4800辆车被举报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杨军政）昨日，记者从省公
安厅高速交警总队获悉，今年国庆假期车流量又创新高，交通
压力进一步增大，全省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 256.5万辆，首
日达到 285.5万辆，平均日流量超过去年国庆假期最高峰，创
历史新高。

国庆节期间，河南高速交警全警上路保通，接到群众举报
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车辆4800余台次，全省高速交警共现场查
纠各类交通违法 2680起，非现场查处超速、占用应急车道等
违法 25000余起，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群众假期出行平
安。 根据国庆假期出行车流量统计，河南高速公路假期前五
天车流量均超过去年国庆最高峰 251.7 万辆，车流量持续高
位运行，又创历史新高。但假期最后两天10月 6日、7日返程
车流量却持续下降，车辆通行非常顺畅，表明群众错峰行车、
返程更加理性。在群众错峰行车、理性返程和全省高速交警
全警上路护航保通的共同努力下，河南高速公路国庆假期总
体平稳，群众理性出行成主流。

高德地图发布《2018十一黄金周出行报告》

河南博物院入围全国十大热门博物馆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基于十一黄

金周期间的海量出行数据，高德地图发布
《2018 十一黄金周出行报告》，通过对交通
大数据和旅游大数据的综合分析，解码长假
出行特点。

从全国高速拥堵趋势来看，报告显示，
10月 1日 9：00~12：00拥堵里程占比最高，

而 10月 5日 16：00~18：00是返程高峰。十
一黄金周期间，周边道路最为拥堵的景区是
黄山市宏村，拥堵延时指数 4.0，周边平均速
度在 16公里/小时；其次是少林寺和位于本
溪市的关门山水库风景区 。

今年十一长假，多家景区于国庆节前宣
布门票降价，成为黄金周出游的一大利好。

人气最高的景区都有哪些？报告显示，基于
高德地图旅游大数据，天安门广场位列十一
期间全国最受欢迎的十大景区榜首。此外，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乌镇风景区、南京夫
子庙受追捧热度依然不减。

假日期间，不少景区都安排了特色文
化活动来吸引游客，同时各大博物馆举办

精彩展览，也成为亲子人文之旅的目的
地。据报告显示，国庆期间，北京故宫博物
院最受欢迎，位居国庆十大热门博物馆榜
首；其次是苏州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此
外，河南博物院、上海中华艺术宫、山西博
物院等也入围国庆长假全国十大热门博物
馆之列。

本报讯（记者 史治国 通讯
员 张勇 文/图）十一黄金周，荥
阳市天气晴好，旅游节庆活动
精彩纷呈，荥阳市全域旅游建
设成效初显，助推荥阳市旅游
品质升级，“旅游+”融合发展后
劲十足，大小旅游景区人气爆
棚。荥阳市国庆期间共接待游
客 79.8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 2.39亿元。

今年国庆假日期间，秋高
气爽，天气晴好，正是瓜果飘香
的季节，游客出游热度持续升
温，荥阳市积极落实全域旅游
发展理念，积极开展丰富多彩
的旅游活动，采摘游、乡村民俗
游、短途自驾游备受青睐，近年
来荥阳市全域旅游建设成效初
显，休闲步道、骑行绿道、旅游
厕所等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成为游客驻足游玩的“新景
点”。因此，传统景区持续火

爆，继续保持市场引领地位之
外，乡村旅游更是异军突起，引
人瞩目。

十一黄金周荥阳市各大景
区安排了丰富多彩的节庆活
动，供游客体验。古柏渡飞黄
旅游区在十一期间推出“国庆
来穿越，一家 7 欢乐”活动，除
了常设游玩项目，还组织了汉
唐宫廷服饰巡游、宫廷竞技有
奖趣味游戏、国庆 7 天乐 108
好汉免费挑战基尼斯、亲子趣
味运动会、儿童沙画、沙雕比
赛、沙滩障碍家庭接力赛、草原
篝火晚会等活动，吸引了大量
游客参与游玩。金秋季节，环
翠峪漫山红叶，层林尽染，景区
独有的石怪、洞奇、林美、景
幽、汉长城，卧龙云花石，太行
猕猴更是吸引了八方游客。塔
山旅游休闲度假区十一期间推
出了恐龙展、风车展等活动，游

客们可以看演出、住窑洞，品尝
塔山特色火焰醉鹅、全鹅宴、塔
山火罐柿。

国庆期间，荥阳市统筹安
排、团结协作，对旅游安全和市
场秩序进行了拉网式检查，通
过节前检查和节中巡查，强化
安全管理，坚持值班值守，组织
应急小分队，节日期间加强对
景区的巡检，协调处理游客接
待服务和各项突发状况及时排
除安全隐患、整治旅游市场秩
序。各旅游景区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带
班领导、值班人员 24小时在岗
在位，及时通报热点景区游客
数量及交通状况，及时疏通道
路拥堵问题，及时处理各种突
发情况及旅游投诉。节日期
间，荥阳市未发生旅游安全事
故，旅游市场井然有序，为游客
的旅游幸福体验保驾护航。

中牟：
旅游市场亮点频出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许丽萍 文/图）记者昨日获悉，今年
国庆假期，中牟县旅游市场供给充足、需求旺盛，自驾游、休闲游成为
出游主流，整体呈现出气氛浓厚、市场繁荣有序、效益良好的发展态
势。据统计，国庆七天，中牟县接待游客突破108万人次。

活动为引，旅游市场红红火火。国庆假日期间，方特旅游度假
区、绿博园、郑州海宁皮革城等景区（点）纷纷推出多彩主题活动。方
特欢乐世界惊险刺激的极限运动、百变惊喜的魔术表演，还有丰富多
彩的街舞快闪让游客掌声不断；方特梦幻王国“武术达人”“木偶达
人”“滑稽达人”带着游客开启童梦时光；绿博园的国庆菊展、蝴蝶兰
展如期而来，园艺师们融合了鲜花的多姿多彩，伴随着色彩与设计的
互相碰撞和激发，打造出了一个流光溢彩的花海视觉艺术盛宴；海宁
皮革城的折扣活动、大型儿童舞台剧、瓜分有卡等系列活动丰富了游
客购物的乐趣；沙窝森林公园精心打造的“32创造力玩耍公园”，让
亲子游体验完美升级，进一步挖掘孩子创造力，让家长和孩子其乐融
融；雁鸣蟹岛推出了“大闸蟹提前享”优惠活动，砸娃娃、扎飞镖、激光
射击等嘉年华互动游戏更是引起欢声一片。

供给助力，旅游产品花样百出。各旅游企业不断丰富产品供给，
以各种个性新颖、轻松自在的“新常态”休闲旅游产品吸引游客眼
球。国庆期间，家庭组团游、亲子游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感受
田园风光、体验乡风民俗、参与农事采摘、品尝农家美食等休闲项目
备受游客青睐。雁鸣蟹岛、沙窝、槐树冈森林公园等槐树林立，秋意
阑珊；狼城岗北堤村红彤彤的苹果随风摇曳，吸引游客一品其香，泡
温泉、水果采摘等慢节奏生活方式深受游客追捧，吃农家饭、住农家
屋、做农家活、享农家乐成为旅游潮流 。旅游 美食、旅游 体验、旅
游 民俗等旅游产品广受欢迎。

接待游客突破
108 万人次

接待游客
161 万人次

接待游客
68.38 万人次

接待游客
近40 万人次

荥阳：大小景区人气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