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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际旅游互联网大会在杭州召开

旅游大咖西湖论剑
浙江弄潮互联网+
大河报全媒体作为河南唯一受邀媒体与会
□记者 黄蓓

【深度解析】
“互联网+旅游产业”的浙江模式
“2016 年对浙江旅游信息化发展来
说，无疑是进取和收获的一年。无论是
全省旅游产业信息服务平台的亮屏，还
是大数据中心信息的不断接入，抑或是
各地市为智慧旅游发展所做的各种探
索，都显示出浙江旅游对‘智慧转型’的
重视以及在‘互联网浪潮’中勇立潮头的
决心。”浙江省旅游局副局长许澎认为，
大众旅游时代的全域旅游发展不再依靠
感性经验，而是需要依托“大数据”进行
决策。打造“全域旅游”，只有掌握一手
“大数据”，灵活地分析、用好数据，实时
了解游客动态、兴趣，甚至思想，才能使
管理和产品更接地气，从而深化浙江旅
游产业供给侧改革，加快浙江旅游业成
为万亿产业的步伐。
近年来，浙江省紧跟互联网时代步
伐，
将信息产业和旅游产业同列为支撑浙
江未来发展的七大产业之一，打造“互联
网+旅游产业”的发展模式。截至今年第
三季度，
浙江所有景区、
度假区都实现了网
络覆盖，
所有旅游产品实现了电子商务化，
并初步实现旅游产业数据化监测。随着今
年 4 月浙江省旅游数据中心的亮屏，来自
全省旅游产业的相关数据正逐渐汇入大数
据平台，
为旅游行业管理部门、景区、旅游
企业以及游客提供智慧决策的支撑信息。
业内人士认为，
“2016 国际旅游互联网大
会”
在杭州举办，
将为浙江省旅游数据平台
的下一步应用和浙江智慧旅游未来的战略
部署提供更多的指导与经验。

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的精彩演讲激起阵阵掌声 林云龙 摄影

核心提示：如何让旅游大数据发挥作用？如何让新颖技术体现出旅
游的人文关怀？如何在智慧服务的基础上完成从景点旅游模式向全域旅
游模式转变？10 月 23 日，
由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浙江省旅游局、中
国风景名胜协会、浙报传媒等主办，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亚太旅游组织
协办的“2016 国际旅游互联网大会”开幕，
来自国内外旅游业界的领军人
物、科研院所顶尖教授、投融资机构专家等齐聚杭州，围绕“新互联、新供
给、新体验”时代旅游行业热点话题进行研讨，
共谋行业发展新篇章。
钱江晚报、大河报、新京报、齐鲁晚报、扬子晚报、江南都市报、华商报、
新文化报、
春城晚报等全国都市报、
晚报十强聚首西子湖畔，
共襄盛会。

【现场直击】 世界旅游大咖掀起“头脑风暴”
在 2016 国 际 旅 游 互 联 网 大 会
上，全域旅游、供给测改革、虚拟现
实、体验经济等成为与会者探讨的热
点。
“近年来，故宫景区致力于创建
数字化社区。”23 日上午，故宫博物院
院长单霁翔以《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
故宫——浅析故宫博物院文化旅游
精细化管理》为题，与上千名与会者
分享互联网技术在景区使用的成果
和经验。单霁翔介绍，故宫利用高科
技将古代文物重新包装，游客可以与
那些国宝级的书法、绘画、玉器、青铜
器、陶瓷等 360°全方位互动，还可以
通过 VR 技术穿越到数百年前的紫禁
城，故宫 1800 多万件藏品可以从网
上欣赏到每一个细节……
“互联网+”
让文物有了生命，让知识触手可及，
让文化得以传承。
作为目前我国层次较高的旅
游＋互联网大会，此次盛会邀请的嘉
宾包括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干
事兼亚太部主任徐京、故宫博物院院

长单霁翔、英国伯恩茅斯大学旅游与
酒店系主任迪米特里哈里斯以及希
中经济委员会主席普罗瓦塔斯等，这
些来自产、学、研一线的专家、学者、
管理精英组成的多元组合，为探讨预
判旅游产业发展的趋势与机遇，为相
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旅
游企业及金融机构间信息共享提供
了合作交流和共谋发展的高端平台。
“在过去 60 年，我们所使用的指
标，确实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好的服
务，但是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变。我们
需要有更多的数据引导更好的营销
策略，比如了解游客平均的停留天
数，从而在制定相关旅游产品规划，
精准开发旅游市场等方面有的放
矢。希望通过更好、更快、更可靠的
数据帮助我们做更精准的规划及服
务。”亚太旅游协会 CEO 的特别顾问
张科德表示，创新能够带来竞争优
势，在这一点上，不管是一个城市，还
是一个小镇，抑或是任何景点，都可
以脱颖而出。

【河南元素】
河南云台山寻路“互联网+”
在“2016 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大河
报记者发现，焦作云台山成为此次世界
级盛会上耀眼的河南元素。记者就此采
访了云台山景区相关负责人。据介绍，
云台山多年来积极“触网”，在探索“旅
游+互联网”方面走在河南前列。景区在
原官网、微博、微信、微官网、APP 为核心
的“五位一体”自媒体平台的基础上，新
开通头条号，全面升级改版官方网站、微
信服务号等，增加 3D 全景导览、语音导
游等新功能，并利用自媒体平台开展话
题讨论、有奖征集、发红包、摇一摇、大转
盘、小游戏等互动营销活动，全面提升景
区自媒体的宣传、服务功能。不久前，云
台山景区提出“体验旅游”的发展战略，
大力开展体验类营销，打造特色体验品
牌，VR+智慧旅游一期项目——体感互
动大屏带给游客新颖别致的旅游体验。

云台山 3D 绘画给游客带来别样体验 景区供图

清明上河园菊展
渐入佳境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李姗
菊开盛世，花满汴梁。自 10 月 18 日中
国开封第 34 届菊花文化节开幕以来，八朝古
都开封的菊花渐渐进入了盛开期。作为国
家 5A 级景区、本届菊花文化节主会场，清明
上河园的菊花更是满园怒放、惊艳天下！
记者近日在清明上河园看到，不管是南
苑景区的欢乐迎宾区、精品荟萃区，还是北
苑景区的菊香茶韵区、国际菊展区，整个清
明上河园景区数万盆菊花盎然绽放，充满了
勃 勃 生 机 。 特 别 是“ 申 猴 戏 月 ”、
“宫灯菊
廊”、
“镇河铁犀”、
“东京梦华”、
“菊香茶韵”、
“菊茶溢香”等景点更是造型别致抢足游人
的眼球，穿行其间，让人真正感受到清明上
河园的繁花似锦和菊花文化节的盛宴撩人。
清园菊花香满园，沁人心脾醉宾朋。虽
然近期天气阴晴不稳，但是赏菊已渐渐进入
较佳时期，满园的菊花依旧怒放，来自海内
外的游客络绎不绝，五彩菊花造型与蒙蒙细
雨中的五彩雨伞，
组合出一幅靓丽的画卷。

第七届嵩山红叶节
在少林寺景区开幕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袁翔宇
少林功夫甲天下，嵩山红叶醉迷人！由
港中旅嵩山景区主办的第七届嵩山红叶节
于 2016 年 10 月 22 日在少林景区游客中心
广场隆重开幕，此次红叶节历时一个月，从
10 月 22 日开始至 11 月 22 日结束。
当天上午 9 时 30 分，随着铿锵的音乐响
起，一场精彩绝伦的少林功夫演绎拉开了第
七届嵩山红叶节的帷幕，开幕式上吸引了省
内外众多媒体、自驾车友、摄影爱好者及现
场游客近 3000 人的积极参与，据悉，开幕式
上第七届嵩山红叶节子活动“最美嵩山红
叶”
手机微摄影大赛也同时启动。
据红叶节负责人介绍，嵩山红叶层次分
明，品种丰富，色彩鲜艳，是中原地区较大的
红叶林带和最佳观赏地，面积有 20 多平方公
里。嵩山红叶的最佳观赏时间为霜降之后，
一般为 10 月中旬至 11 月中下旬。红叶节期
间，嵩山少林景区推出了“太室山红叶区一
日游”和“少室山红叶区一日游”两条观赏嵩
山红叶的一日游精品线路，
供游客选择。

凯撒旅游上市
1 周年庆典开启
□记者 魏国剑
出境旅游服务商凯撒旅游自去年 10 月
上市以来，在旅游市场频频发力，业绩持续
攀升。为回馈消费者的支持与厚爱，凯撒旅
游上市 1 周年庆典活动线上线下一同开启，
覆盖全网多种类型产品。即日起至 11 月 1
日，
全世界一起嗨！
10 月 26 日，周年庆线上抢购在凯撒旅
游官网及 APP 全面开启，众多经典团队游线
路优惠直降，欧洲 3 国 10 日畅游仅需 7588
元起，爆款产品最高 5 折抢购；自由行推超值
打包产品；部分日韩邮轮线路买一赠一再减
600 元。
线下抢购 10 月 29 日至 30 日在郑州万
象城负一层开场举办，超值优惠价格覆盖参
团游、自由行、邮轮、商品、卡产品、签证等业
务。在活动现场，消费还将获赠新近出版的
凯撒旅游纪实传记《美丽新世界》。
周年庆期间（10 月 26 日至 11 月 1 日），
游客可在凯撒旅游官网、APP、VISA1.net 及
任意店，以 7.96 元尊享“季度签证服务特权”
（签证全场免服务费且不限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