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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中国国际徽商大会

安徽旅游推介会暨安徽旅游发展论坛在合肥举行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文图
美 好 安 徽 ，迎 客 天 下 。 5 月 25
日，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旅
游发展委员会承办的 2018 中国国际
徽商大会安徽旅游推介会暨安徽旅游
发展论坛在合肥隆重开幕。安徽省政
府副省长杨光荣出席会议并致辞。安
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万以学作安
徽旅游推介。万通控股董事长冯仑、
祥源控股集团执行总裁叶文智、景域
集团董事长洪清华、中国山水实景演
出创始人梅帅元发表主旨演讲。会议
由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章石生主持。
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
中国旅游集团 20 强等境内外投资商、
旅行商代表，国内知名旅游企业、旅游
营销机构负责人，兄弟省市旅游部门
负责人；安徽各市及全域旅游创建县
（区）政府、省有关单位负责人，各市旅 “510”、项 目 建 设“512”、四 级 联 建
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旅游院校 “3231”、
“ 旅游+”
“ 产业融合 100”、市
和新闻媒体的代表近 400 人参加了会
场营销和行业监管“两翼”协同等五大
议。
建设工程，推动安徽旅游提质升级，形
杨光荣说，多年以来，安徽旅游快
成新一轮旅游发展升温战的强大声
速发展，得到了包括在座的各位境内
势。
外旅行商、投资者鼎力支持和参与。
万以学向与会嘉宾介绍，安徽是
举办此次推介会，旨在进一步展示安
美丽中国的浓缩版、文化中国的精粹
徽旅游开放开发的蓬勃气象，进一步
版、生态中国的体验版，也是现代中国
表达与大家深化合作的满满诚意，与
的前沿版，是海内外游客了解中国、体
大家共同分享安徽旅游得天独厚的资
验中华文明的最佳选择地。重点推介
源红利、全面升温的政策红利以及安
了“道源问道”文化之旅、
“ 禅宗南传”
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红利。安徽将
生态之旅、环巢湖休闲之旅、皖江水上
用 五 年 时 间 ，强 力 实 施 精 品 打 造
浪漫之旅、
“ 皖浙一号线”美丽之旅等

开封银基水世界
6 月 1 日开业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张超

安徽宏村美景

五条精品旅游线路。
会上，安徽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副
主任王云波作安徽旅游招商项目推
介，重点介绍了宣城市皖南新四军军
部旧址 5A 景区创建项目等 2 个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创建项目、3 个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创建项目、3 个新业态项目
和 3 个旅游精品线路项目等 11 个优质
旅游投资项目。
会议现场，还进行了“黄山古道·
风马牛不是居”旅游开发项目、永泉旅
游度假区合作开发建设项目、大别山
彩虹谷旅游度假区投资合作项目的现
场签约。

第三届洛阳白云山杯
中国围棋棋圣战半决赛落幕
来自全国 20 多个地区近 300 家主流
媒体出席了本次围棋盛宴，共同见证
了高手之间惊心动魄的无声对决。
本届比赛从今年 1 月开始，在全
国围棋界引发广泛关注，共计吸引了
200 多名优秀的职业棋手参加比赛。
经过艰辛的围棋入围赛、资格赛和两
轮本赛，连笑九段、辜梓豪九段、檀啸
九段、范廷钰九段，四位国际顶级棋手
进入半决赛。5 月 23 日至 25 日，他们
齐聚风景如画的白云山，在灵山秀水
间展开巅峰较量，争夺棋圣挑战者资

格。比赛期间，国家一级演员唐国强
莅临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并亲笔
题字为棋手助威。
据了解，5 月 23 日半决赛环节，四
位围棋国手分两组对弈，辜梓豪 VS 檀
啸，连笑 VS 范廷钰，经过近六个小时
激烈对弈，最终辜梓豪、连笑战胜对
手，顺利晋级。在 5 月 25 日挑战者决
定赛中，连笑执黑战胜辜梓豪，获得棋
圣挑战者资格，他将于 2018 年 9 月登
上白云之巅，挑战上届棋圣战冠军周
睿羊。

郑州方特与信息统计职业学院
“产教融合”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孙靳
5 月 24 日上午，河南信息统计职
业学院与华强方特集团在郑州方特旅
游度假区隆重举办“产教融合实践基
地”签约和授牌仪式。郑州方特旅游度
假区常务副总经理赵长阳、人力资源总
监杨绍伟、总经理助理冯承键、人力资
源部长姚真，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院
长梁景予、副院长冯鑫永、教务处主任
王建周、旅游系主任孙靳出席了仪式。

签约和授牌仪式上，赵长阳表达了
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渴望，以及对校企双
方密切合作的真诚祝愿。梁景予说，此
次“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签约和授牌仪
式，标志着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与郑
州方特旅游度假区的校企合作进入了
一个新的历程，是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
院在促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同时，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又一次坚实
迈步；更是该学院一贯以来坚持合作共
赢，努力谋求学生、学校、企业
“三赢”美
好局面的重要体现。
“ 产教融合实践基
地”建立后，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成
为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的人才培养基
地，而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则成为了河
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的产教融合实践
基地。

重渡沟乡村美食节上演
“粉条宴”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牛改儒
5 月 26 日，洛阳栾川重渡沟风景
区精心打造的第三届乡村美食节系列
活动之二“万人生态粉条宴”摆宴开
席。富有豫西待客情调的“八仙桌”
顺着重渡沟风景区的中心停车场整齐
摆放，10 口大锅居中一字摆开。别样
的旗袍秀和美丽的“西施”不时穿梭
在宴席之中，给盛宴带来了别样风
采。
精准扶贫是本次万人宴的亮点之
一。栾川潭头红薯粉条已有 400 多年

的历史，全部由当地传统做法手工制
作，经过 30 多道工序加工而成，不仅
食法多样，而且营养丰富是当地有名
的土特产。为鼓励农户增收，尽快脱
贫，重渡沟景区精心架起用户与农户
的“连心桥”，在美食节上为周边群
众印制了千余张名片，重点推介富有
特色的红薯粉条，并先期做了大量的
媒介宣传。重渡沟景区这一杰作立即
得到了社会各界和周边村民的纷纷响
应，栾川伊禾教育集团、栾川浩元电

“魅力仰韶行”
活动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崔胜杰
5 月 23 日~25 日，
“博弈云巅，棋
开得圣”第三届洛阳白云山杯中国围
棋棋圣战半决赛和挑战者决定赛在洛
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落下帷幕。
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中国
围棋协会原主席王汝南，国家围棋队
领队华学明，国家围棋队总教练俞斌，
河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中军，河南省
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任陈真，国家一
级演员唐国强，洛阳白云山文化旅游
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兰海波，上
届棋圣战棋圣、九段棋手周睿羊以及

5 月 23 日，开封银基水世界 2018 年度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新闻发布会在开封市铂尔曼
酒店举行。本次签约仪式中，各大渠道商争
先与开封银基水世界签订了 2018 年战略合作
书，
现场进行了授牌仪式。
开封银基水世界副总经理鲁运兵在签约
仪式上介绍说，在 2019 年年底，冰雪乐园、探
险王国、温泉养生谷、娱乐岛等游乐项目将陆
续与广大游客见面。
会议现场，开封银基水世界营销部负责
人蒋小署就 2018 年开封银基水世界的营销计
划发表了演讲。他说，2018 年开封银基水世
界将以优质的产品、超值的价格、精彩的演
绎、心跳的活动来回馈广大渠道商。在此次
签约仪式中，美团网、开封海外国际旅行社也
以渠道代表的身份发表了演讲，并希望与银
基水世界携手共创佳绩。
记者了解到，在 2018 年，开封银基水世界
将在 6 月 1 日儿童节盛大开业，届时，银基水
世界首次室内馆与室外馆同时开放，一票“室
内室外”
可同时游玩。

子商务有限公司、栾川民营口腔协会
等部分企业现场签订了购买粉条协
议，使宴会活动现场更加活跃。
重渡沟景区总经理刘海峰介绍，
重渡沟美食节待客之多、规模之大、档
次之高、持续时间长，利用美食节为客
户与用户之间交流、互信搭建起一重
要平台，促进景区周边群众上项信心、
尽快脱贫致富是重渡沟景区本届美食
节的意义所在。

品味仰韶文化，相约魅力渑池。5 月 26
日，渑池县第三届“魅力仰韶行”暨“百万中原
人游渑池”启动仪式在渑池县隆重举行。
据悉，此次活动是第二十四届三门峡黄
河文化旅游节·第六届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
易会的九大专题活动之一，对展示仰韶文化
圣地——渑池的独特魅力，全面展现三门峡
市的古老文化资源，进一步提升三门峡旅游
及仰韶文化旅游品牌的传播效应和对外影响
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据介绍，当前，渑池县正举全县之力，启
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
林县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双拥
模范县、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六城联创”。
在旅游方面，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县，优化
整合资源，完善要素配置，谋划建设游客服务
中心；理顺文化旅游发展体制，大力创新投融
资机制；借助大数据平台，发展智慧旅游；让
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美途—小帅
影院酒店联盟成立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赵福庆
5 月 23 日，由海尔品牌旗下的青岛小帅
影院科技有限公司主办，郑州美途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承办的“美途—小帅影院酒店联盟”
新闻发布会在郑州举行。活动现场，先后有 7
家酒店签约加入美途—小帅影院酒店联盟。
发布会上，美途—小帅影院酒店联盟发
起人王和平，针对目前酒店行业痛点和单体
酒店经营现状，结合小帅影院的产品特点提
出系统的经营解决方案。
特邀嘉宾海尔旗下小帅影院联合创始
人、青岛小帅影院科技有限公司 CEO 马文
俊，河南酒店资深管理专家杜新民，河南灏骋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 帮忙扫”项目创
始人周鑫安，罗兰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罗兰时尚酒店创始人罗占，驿家 365 连锁酒店
南方分公司总经理王胜智，相约时尚酒店连
锁创始人、相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资
深酒店管理人王明琴，郑州圣菲特花园酒店
总经理朱富强，分别进行了现场交流，并对联
盟的发展给予认同和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