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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河南文旅度假主题酒店高峰论坛成功举办

去酒店旅游？这个可以有！
核心提示 | 文旅度假主题酒店如果特色鲜明，富有内涵，可参与体验的项目很丰富，则酒店本身就可能成为旅游景点，自带流
量……6 月 22 日在河南登封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照见山居举办的“首届河南文旅度假主题酒店高峰论坛”上，来自全省旅游
业、酒店业以及院校专家的观点引起与会人员的共鸣。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文图
山景区前年开始景区门票从
两日有效变成三日有效。现
在云台山景区 70%的游客是
两日游、三日游，游客基本上
都要住一天，
有一部分人住两
天。目前景区正与外来企业
合作，计划建设占地 5000 亩
的综合度假区，
里面包含温泉
酒店、会议酒店、精品客栈、城
堡酒店等四个酒店，其中会议
酒店是按照 2000 人的接待规
模来做的。
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总
经理王红昌透露，
以前常常觉
得酒店是景区配套的项目，
但
现在看，
文旅度假主题酒店不
应仅仅为景区添彩，还应该跟
景区的发展完全融在一起，
酒
店自身就应是旅游目的地的
好产品。
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负
责人张海明介绍，
目前宝泉的
年 接 待 量 已 超 过 200 万 人 。

酒店是拉大
过夜客源的重要手段
这是一个文旅度假主题
酒店行业的专业盛会，这是一
场切磋旅游转型的思想盛宴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照
见山居，焦作云台山，开封清
明上河园，洛阳白云山，洛阳
老君山，洛阳重渡沟，郑州方
特，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河
南宝泉旅游度假区，驻马店嵖
岈山景区，南阳丹江大观苑，
洛阳钼都利豪国际酒店，郑州
江南春温泉酒店，郑州香缇湾
温泉酒店，洛阳薰衣草庄园温
泉酒店，漯河迎宾馆，巩义浮
戏山景区，焦作净影景区，许
昌大正云锦温泉酒店，许昌盛
合丽晶国际酒店，河南璞华酒
店管理集团以及河南酒店产
业发展联盟，
河南携程旅游百
事通，河南永安国际旅行社等
全省旅游景区、酒店、旅行商
代表，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郑州旅游职业学院的旅游
专家代表，共 50 多人参加了
参访交流活动和高峰论坛。
据主办方介绍，随着旅游
行业由观光游向休闲度假的
转型升级，文旅度假主题酒店
逐渐成为旅游景区的标配，景
区配套主题酒店、民宿是拉大
过夜客源的重要手段。而一
些做得好的文旅度假主题酒
店本身就是景点，与所在景区
互相配合，互为补充，带动当
地旅游的转型升级。
首届河南文旅度假主题
酒店高峰论坛放在《禅宗少
林·照见山居》禅修酒店举办，
不仅是因为照见山居做文旅
配套酒店比较早，自身文化特
色比较鲜明，
还因为这里在应
对酒店同质化竞争中不断迭
代产品，不断突破创新。参加
活动的各位旅游人、酒店人、

宝泉景区的一期主要是观光产
品，计划做休闲度假体验为主
的二期产品。目前总投资约
100 亿的太行瑶溪水镇、白陉
商旅古镇、崖下文旅小镇和崖
上太行旅游观光带等重大项目
正在稳步推进，其中就有根据
地形特色建设的一批悬崖酒
店，
或者叫挂壁酒店；
还想通过
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文
化主题酒店，完成由观光到休
闲度假的转变。
驻马店嵖岈山景区总经理
宋艳丽说，嵖岈山的地质地貌
比较有特点，但是作为山水景
区的主题酒店，
该怎么定位，
选
哪种特色文化作为酒店的主
题，还没有最后确定。今年景
区正在调整山上的产品结构，
力求通过产业的调整，明确酒
店的文化主题定位，重塑嵖岈
山的品牌形象并推向市场。

通过酒店住宿让游客深度体验游

院校专家，在这里体验一
下沐手抄经、制香品香、禅
武修习等禅修项目，体验
一下清灯古卷、静夜悟禅，
从而感悟人生、放松身心。

文旅度假主题酒店
要有主题特色
郑州旅游职业学院招
生就业中心主任王少华认
为，现在的旅游实际是一
种学习，是一种减压，是一
种陪伴，是一种成长，只有
了解客人才能调整对策。
如今旅游产品的迭代升级
太快，景区和酒店的边界
已经模糊起来。
郑州市天人文化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韩刚
介绍说，
《禅宗少林·照见
山居》禅修酒店是大型山
地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
乐大典》的二期配套酒店，
整个山居的装修定位围绕
崇尚自然的世界观、淡泊
宁静的人生观、中庸包容
的宗教观和天人合一的居
住观进行设计。
“照见山居
转型禅修主题酒店以后，
酒店产品有了一定的特
色，吸引了大量的养生保
健、传统文化培训类型的
客户，同周边的产品有了

差异化，目前市场比较认可，
经常一房难求。
”韩刚说。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肖建勇认为，旅游景区的
客流如何直接转化为景区酒
店的客人，是景区和酒店都应
该重视的问题。酒店的文化
特色和具体产品，要与所在景
区融合，不仅设计要融合，更
是项目内容、功能要融合。
河南酒店网负责人张峰
分 析 ，河 南 住 宿 行 业 每 年 以
7%的发展速度。今年，河南大
概新增 1500 家酒店，其中包
括星级饭店、民宿、农家乐、更
多的是文旅主题酒店。怎么
避开酒店同质化，就需要文化
特色。文化可以让你的风格、
经营定位跟别人不一样，所以
能卖出跟别人不一样的价格。
洛阳钼都利豪国际酒店
总经理，河南旅游酒店星评委
专家马永恒分析了文旅度假
主题酒店的“形、神、魂”，他建
议酒店前期的调研设计一定
要请专业的咨询机构、专业团
队。

好酒店本身
就是旅游目的地
焦作云台山景区副总经
理冯进松透露，为了让游客慢
下来、停留下来、住下来，云台

清明上河园酒店经营中
心总监宗树杰说，近几年景区
观光旅游向休闲度假旅游转
变，客人如何深度在一个地方
长期体验、放松，成为大家关
注的焦点。清明上河园的满
庭芳精品酒店今年 5 月开业，
目前是 50 间客房，到 10 月份
会有 100 间客房。希望酒店
能从文旅客栈形式往家庭式
深度客房体验发展，让客人在
景 区 能 够 享 受 深 度 游 玩、住
宿。
洛阳瑞贝卡酒店管理有
限公司总经理兼白云山白云
国际度假酒店总经理贾存伟
介绍，到今年 7 月底，白云山
景 区 的 客 房 将 达 到 955 间 。
白云国际酒店以及特色木屋
别墅，经常一房难求，木屋别
墅需要提前一周才能订到房，
周末时候山上的房子全满。
郑州方特假日酒店总经
理李磊认为，文旅度假主题酒
店跟大住宿业一样，要关注客

房舒适度以及早餐质量等。
如果客房舒适度很差，找个充
电源都没有，就不符合人们正
常的生活习惯。酒店要回归
家的本性，努力营造和谐温馨
的氛围。
郑州江南春温泉酒店、郑
州香缇湾温泉酒店营销总监
张学奇介绍，景区度假型酒店
的淡旺季比市区的商务酒店
更明显，而且差距更大。这就
要求文旅主题酒店除了跟景
区绑定好，配套周边一日游、
两日游或其他景区线路，还必
须要有自己酒店的拳头特色
产品。
浮戏山大展旅游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龚志远认为，景区
与酒店是辩证的关系，把景区
做好了，酒店的入住率会得以
提高；把酒店品质做好了，当
然也能拉动景区的游客量。
无论做景区还是做酒店，关键
都是控制游客的情绪以及时
间问题。

高端酒店才能留住高端游客
安阳市旅游局市场科科
长卢宏峰说，以前到外地做旅
游推介，肯定会先考虑龙头景
区，比如安阳的红旗渠、殷墟
等。近几年，太行山一带好的
精品民宿逐渐成为关注点，这
一块的分量往往会超过景区，
这给旅游宣传提供了另一种
新视角。
河南携程旅游百事通营
销总监朱传玉认为，一个好的
文旅度假主题酒店一定是旅
游 综 合 体 ，一 定 是 旅 游 目 的
地。比如各国的邮轮其实就

是 移 动 的 酒 店 ，上 面 酒 吧 、
KTV 等娱乐场所、健身设施
都有。朱传玉介绍，很多高端
客人已经不满足现有的跟团
游，改为定制“机票加酒店”，
大家去巴厘岛、普吉岛，在酒
店里面可以待一两天，不一定
跟团游或者参观很多人文景
点。所以从传统的观光游览
转型到休闲度假游，酒店是标
志。只有高端酒店才能留住
高端消费群体，有些景区没有
高端的酒店，高端客人就过不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