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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市康辉旅行社

电话：2076666 2072888 3336222 地址：长江路市委北门康辉旅行社

北国江南黄河三峡+阳台宫+
激情原始森林漂流三日游 390元
南京雨花台、中山陵、杭州西湖、南浔、
乌镇双古镇四日游 350元
日照、连云港、项王故里三日游 290元
高品纯玩烟台、威海、蓬莱、养马岛、
戚继光故里四日游390元

高品纯玩品质青岛、日照两日游 380元
王屋山+阳台宫+原始森林峡谷漂流
纯玩无自费398元

特价线路：云南双飞六日游

九寨沟、绵阳双飞六日游
泰国直飞六日游
另有更多出境、精品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商丘鸿雁国旅
郑州方特一日游298元
徐州糖果乐园一日游138元
豫西大峡谷、双龙湾二日游 380元
山东地下大峡谷、萤光湖、天马岛、
115师纯玩二日游 480元
泰安太阳部落一日游228元
电话：2596607
地址：神火大道与宇航路交叉口西200米

电话：3360882 3360883 15503705668

郑州海外国旅商丘分公司
青岛、日照二日游160元

连云港花果山、东西连岛

二日游350元

香港、澳门双卧六日游
全陪团特价（商丘起止）
香港、澳门双飞五日游
全陪团 380元（郑州起止）

山东龙冈旅游集团沂水专线
山东地下大峡谷、萤光湖、天马岛、115师
纯玩二日游 480元
山东地下大峡谷、萤光湖、日照海滨
休闲二日游 360元
天马岛、日照海滨休闲二日游 320元

商丘各大旅行社均可报名 地址：商丘市神火大道中段教育局一楼 电话：2526288 2622222

花木兰旅行社
特价：宿迁项王故里、骆马湖、动漫王国、百鸟园一日游98元

宿迁项王故里、动漫园、骆马湖、百鸟园、连云港海滨二日游298元（住商务酒店标间）
神农山/峰林峡/影视城/圆融寺298元 天堂寨白马大峡谷二日游特价

新产品：徐州贾汪潘安湖（含门票、船票、电瓶车）、大洞山一日游148元

徐州贾汪紫海蓝山薰衣草、督公湖、凤鸣海一日游148元
台儿庄古城+大战纪念馆+抱犊崮+潘安湖二日游 380元
大别山石窟+大别山风情谷+革命纪念馆+三河古镇 430元
明堂山+温泉小镇+彩虹瀑布二日游 460元 新乡宝泉瀑布一日游 188元

以上价格仅供参考，以门店咨询为准！

代售开封海洋馆、大宋武侠城、翰园等自驾门票！另有多条省内外精品特价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地址：神火大道中段翔宇大酒店楼下长江旅行社

长江旅行社
黛眉山休闲二日310元/人（6月中下旬）
亲子游—重庆武隆、贵州赤水避暑六日游1980元
黄河三峡、银河大峡谷二日游398元
宜昌三峡人家、大瀑布三日游580元
林州大峡谷二日游438元
黛眉山+龙潭大峡谷纯玩二日游480元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日游特价600元起！
另有多条线路，敬请咨询！电话：2516699 13603709288

考生专享：方特一日游220元 云台山热气球观模赛二日游320元 皇城相府、宝
泉二日游298元 尧山第一漂+亚龙湾水上乐园+相家沟二日游320元

特价线路：以下线路随报随走。五台山五日游、桂林双飞五日游、
九寨沟双飞四日游、张家界五日游、普陀山双卧四日游

林州太行大峡谷（桃花谷、王相岩、太行天路）纯玩二日游398元
连云港连岛、大沙湾、云龙涧休闲二日游300元

出境线路：香港、澳门双卧七日游
台湾环岛直飞八日游 澳大利亚、新西兰十二日游
欧洲4国、6国、8国十三日游 迪拜、南非八日游
韩国首尔、济州岛全景六日游 泰国曼谷直飞六日游
日本本州、大阪、富士山直飞六日游
马尔代夫蜜月六日游，纵情巴厘岛蜜月六日游
另有国内各条热门线路均可来电咨询！

河南旅游集团商丘分公司(飞象假期)
热门线路（一）走进西安、兵马俑、华山，畅享运城
精华纯玩汽座五日游 发团日期：5月27日，6
月22日，7月8日、24日
（二）银树沟+太清谷、老君洞、野人谷汽座二日游，每周末
发团！单独成团，随订随走！
（三）张家界、天子山 汽座四日游，长沙、韶山、张家界汽
座四日游，每周五发团
（四）太清谷、老君洞、野人谷+宝天曼峡谷漂流二日游

热线：2519099 2537711 15539059193李经理 地址：商丘市凯旋路财富步行街10号

6月4日下午，以“极品
山水，大美嵩县”为主题的
嵩县旅游商丘推介会在华驰
粤海酒店举行。嵩县人民政
府、商丘市旅游局有关负责
人出席，嵩县白云山、天池
山、木札岭、卧龙谷等多家
景区及我市30余家旅行社的
负责人参加。

推介会上，嵩县政府和
相关景区通过播放旅游宣传
片、发放宣传资料、旅游线
路推介报价等形式，充分展
示了嵩县深厚的历史文化、
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以及嵩
县旅游业发展的潜力和优
势。嵩县人民政府的有关负
责人表示，洛阳嵩县目前已

成为中原地区生态旅游的热
点和亮点，先后获得“中国
最佳休闲旅游县”、“世界地
质公园”、“国际旅游名县”
和“中国旅游强县”等荣誉
称号，尤其是嵩县的白云
山、天池山、木札岭景区，
风景优美、景色怡人，是休
闲旅游的好去处。其中白云
山先后被授予“国家级森林
公园”、“国家 AAAAA 级旅
游景区”、“中国最美的地
方”、“中国十佳休闲胜地”
和“中国最美的十大森林公
园”荣誉称号，天池山与木
札岭双双获得“国家 AAAA
级景区”称号。我市旅行社
代表也纷纷表示，嵩县旅游

资源丰富，各景区无论从管
理上还是服务上都相当完
善，是商丘市游客选择中短
途旅游的理想去处。嵩县地
处伏牛山生态旅游核心区，
目前已开发白云山、天池
山、木札岭、卧龙谷等多个
景区，最为著名的白云山为
国家 AAAAA 级景区、国家
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园，
山峦叠翠，令人称绝。与会
人员共同观看了嵩县风光宣
传片，市旅游局与嵩县人民
政府签订了旅游战略合作
书，嵩县景区代表与我市旅
行社代表签订了合作协议。

记者了解到，这次推介
会是促进两地资源共享、客

源互荐的具体体现，也为下
一步实现品牌共建、合作共
赢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签
约，将会推进两地旅游线路
的有机整合，形成宣传推介
共享平台，不断提升两地的
整体旅游形象。

最后，嵩县人民政府负
责人还表示，欢迎我市各界
人士到嵩县投资旅游，他们
将提供优惠政策，建立服务
绿色通道，打造更好的旅游
环境；同时也将积极帮助推
介商丘的旅游资源，实现

“共享青山秀水，共赢合作发
展，共创美好未来”的目
标。

本报记者 万付斌

6月6日，万众瞩目的印象·尧山水世界景
区盛大开业，吸引了近万名游客前往。印象·
尧山水世界不光有好玩的水上项目，而且设有
死海漂浮、大马戏表演、花鼓灯民俗表演、大型
水上实景演出等，由单纯的玩水向休闲度假综
合体迈进，开创了中原夏季玩水新模式。

据了解，印象·尧山水世界位于平顶山市
鲁山县尧山镇西 3公里处，西邻木札岭、画眉
谷等景区，南接尧山和尧山大峡谷漂流，东靠
尧山大佛，位置优越，交通便捷，是商丘游客休
闲游玩的好去处。

印象·尧山水世界的前身是森海湾水上乐
园，现为尧山投资集团旗下的鲁山县鲁尧水上
休闲旅游有限公司重组，公司在原有投资
3000万元的基础上又筹集资金 6000万元，聘
请国内极具影响力的策划高手，在充分论证的
基础上进行高品位设计，经过近6个月的精心
打造方开业运营。在原有项目的基础上，增加
了神奇魔幻的死海漂浮、惊险有趣的狮虎熊驯
兽表演、风情万种的地方花鼓戏、飞盏舞壶的
精湛茶艺、挑战极限的勇士攀岩、曼妙无比的
音乐喷泉、燕掠鹰飞的森林穿越、秋千摇索的
水上乐趣、古朴典雅的民族古筝水上表演，特
别是以鲁尧地区史料记载和民间广为流传的
墨子、牛郎织女的故事为背景，由北京盛世雅
程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郑州支点旅游品牌策
划公司联合包装的大型水上实景表演“墨公战
神”、“千古情话”被搬上舞台，在火辣的炎夏给
广大游客朋友送上一份绚丽多彩的文化盛宴。

灯火阑珊下，古城巍巍，旗风猎猎，南天门
高耸入云，箕斗山星汉拱月；茅屋箫声悠扬处
看牛郎织女恩爱多，鼓角争鸣场景下感知古代
战场惨烈，宫娥起舞、街头戏猴的太平园春
梦……这就是——印象·尧山水世界。

本报记者 潘 露

印象·尧山水世界
开创中原玩水新模式

“美丽嵩县”走进商丘

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
出境旅游产品将迎来涨价
潮。相比之下，即将到来的
端午节，成为了游客暑期前
享受出境游优惠的最后一次
机会。同程旅游提供的产品
数据显示，端午节前后部分
出境游产品价格低至3折。

以一款杭州出发的曼
谷——芭提雅五晚六日游为

例，6 月 19 日出行仅需 1699
元，还能享受6月出行每人立
减 200 元的优惠，实际仅需
1499元。而跨入暑期后，同
款产品的涨幅将达到 40%以
上。上海的吕小姐表示自己
更倾向于选择端午节期间出
国度假，尽管3天的假期有点
少，但是“通过拼凑假期来以
低价享受更加安静的旅途，

显然比暑期高价出行，面对
拥挤的人潮要好很多”。除
此以外，不少产品以各种优
惠吸引游客端午出行，部分
线路更以 3折多的超高优惠
让人心动。

据了解，目前同程旅游
针对端午节期间的出境旅游
还推出了“疯抢红包，拥抱世
界”的特惠活动，游客领取红

包后，下单即可立减 100 元
（二人起订）；6月20日之前下
单，还可享受境外全程免费
WiFi的待遇，免去了付费使
用的诸多烦恼。同程旅游工
作人员提醒，6月，特别是端
午节前后的出境游产品目前
正在热销中，暑期涨价在即，
游客不妨提前做好预订准
备。 据新华旅游

出境游暑期将涨价 端午节成优惠“末班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