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AⅠ·12 AⅠ·13
2018年11月23日 星期五 邮箱 dhbggzx@163.com

北京竹里馆

大好河山北京怀柔竹里馆度假村，是
大好河山在怀柔的第二家以竹子为特色
的度假村，地处著名的慕田峪长城脚下，
周边还有红螺寺、雁栖湖、濂泉响谷等知
名景区，风景优美，环境舒适。顾名思义，
竹里馆是以竹木建筑风格为主体，巴蜀韵
味别具特色，餐饮有特色美食虹鳟鱼、地
锅鸡、灶台鱼、山野菜等，娱乐设施齐全，
是全家人周末节假日郊野度假的理想选
择。度假村拥有双人间45间，豪华套间2
间，躺在这里，一觉醒来身心彻底放松，心
境豁然开朗。

北京怀柔

大好河山北京怀柔度假山庄，位于北
京国际会议中心雁栖湖旁，燕山脚下，北
临雄伟的万里长城。雁栖湖是京郊著名
的体育健身、休闲度假的胜地。大好河山
怀柔度假山庄，交通便利，环境优美,景色
宜人，森林氧吧，空气清新，小桥流水，曲
径通幽，绿草如茵。在这里可以湖边垂
钓，打羽毛球，拓展训练，烧烤，篝火晚会，
更有美味佳肴虹鳟鱼。各式客房78间，居
住温馨舒适，宴会厅能同时接待400人就
餐。山庄吸引着北京大量慕名而来自驾游
的客人，每逢周末或节假日都是游客爆满。

桂林东江

“山水甲天下”的桂林，以“山青、水
秀、洞奇、石美”四绝著称。

大好河山桂林东江青狮潭度假村，这
里夏季需盖着被子休息，是天然的大空
调，负氧离子的浓度是桂林市区的56倍，
堪称是“天然大氧吧”。东江两岸山清水
秀、翠竹连绵、风光迷人，方圆30万亩竹
海，素有“华南第一竹海公园”之称，这里
冬暖夏凉，特别适合老年人长期度假养老
居住。拥有一线江景客房100间，可接待
200位客人就餐，是夏天避暑度假，冬季
全家外出旅游、过春节的首选之地。

桂林漓江

大好河山桂林漓江度假村，位于漓江
叠彩区大河乡，富有乡村色彩，独特的地
理位置使之兼具城市繁华和乡间的静
谧。安静的生活空间，清新的自然空气，
度假村拥有大小标间89间，豪华套间35
间，客房设施配备齐全，安静舒适，可尽情
享受大自然带来的清新空气，餐厅可同时
容纳150人就餐，这里有丰富大家聚会娱
乐的棋牌室、垂钓等娱乐设施，是休闲、娱
乐、养生的好去处。

青岛大珠山

大好河山青岛度假酒店大珠山店，位
于青岛西海岸新区，这里空气清新、环境
优美，各式客房标间、豪华房、家庭房、套
房120间，干净整洁，温馨舒适，海鲜丰
美，是集餐饮、住宿、会议、广场演出于一
体的综合酒店。酒店菜品齐全，有各类海
鲜产品、北京烤鸭、桶子鸡等特色佳肴。
餐厅可同时接待500人就餐。多功能会

议厅2间可容纳150人。风河广场公园，
百姓大舞台，民俗文化村，亭台楼阁，小桥
流水，植被茂盛，繁花似锦，空气清新怡
人，适宜度假疗养。

青岛黄岛

大好河山度假酒店黄岛店，酒店配套
设施达到四星级标准,位于青岛市美丽的
海滨岛城黄岛，距离西海岸7公里。具有
春寒、夏凉、秋爽、冬暖的气候特征，是天
然的避暑胜地。度假酒店占地近百亩，这
里植被茂盛，森林氧吧，空气清新，瀑布喷
泉，太极广场，生态长廊，垂钓休闲，湖光
倒影，海鸟嬉戏，林间漫步，环境清静幽
美，各式客房标间、豪华房、家庭房、套房
146间，温馨舒适。

三亚大东海

大好河山三亚大东海酒店是避寒胜
地，大东海位于三亚市的榆林港和鹿回头
之间，大好河山三亚大东海酒店地理位置
十分优越，紧邻大东海广场、夏日百货、国
润超市、免税店等，交通极其便利，周边各
种口味餐饮众多。与著名的大东海黄金
海岸直线距离仅约150米，出门就可以去
大海冲浪、游泳，听听海浪，看潮起潮落。

三亚海棠湾

大好河山帛生度假公馆位于素有“东
方夏威夷”美誉的海南岛，黄金海岸——
海棠湾，酒店超五星级装修，家庭式住宿，
厨、卫、温泉浴、户外游泳池一应俱全，客
人不必为自己的口味和习惯而担忧。中
餐厅、西餐厅、自助餐、咖啡厅、专属海边
沙滩、烧烤，每日演绎缤纷时尚美味，融汇
亚洲和西式美食精华。大好河山帛生度
假公馆距离三亚市区及三亚凤凰国际机
场约50分钟车程，毗邻解放军301医院海
南分院，周边有南田温泉、黎苗风情槟榔
谷、分界洲岛及蜈支洲岛潜水区。

成都温江

大好河山成都酒店紧邻温江公园，是
按商务星级标准精心打造的集住宿、餐
饮、娱乐休闲、会议、商务为一体的高档现
代化商务酒店，楼高6层，客房总数100间
（套）。为满足商务人士的需求，酒店还配
备了会议中心，包含3个设施配备齐全的
多功能会议室，一楼的多功能厅可容纳
150人，设施先进，工作事半功倍。酒店位
于成都市温江文化路138号，处于温江繁
华黄金地带，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使
宾客真正体会到宾至如归的享受之旅。

都江堰天和盛世

大好河山都江堰度假酒店坐落于都
江堰核心商业区——“天和盛世”。周边
汇聚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水利工程、青城
山及龙池国家原始森林公园。酒店已全
面升级改造，拥有具有现代和传统相结合
的休闲式度假房、单间、标间、豪华间、家
庭房、套房等特色客房129间，干净整洁，
舒适温馨。中式宴会厅可同时接待170

人举办宴请活动，是您旅游、休闲、购物、
娱乐、健身的理想聚集地。

南京江宁

大好河山南京锁石度假酒店坐落于
南京江宁区麒麟镇锁石旅游生态园中，湖
塘映衬着蓝天，鱼儿戏于水间，让人切身
感受“青山绿水依山傍，抚琴煮酒享晚年”
的意境。度假村周边就是蔬菜园、草莓
园、花卉、大棚食用菌等种植区，可供观
赏、采摘。酒店毗邻国家 4A级风景区
——汤山，环境优美，交通便捷，连接快速
通道直达主城区。酒店集餐饮、住宿、会
议培训、垂钓、特色生态种植于一体，大型
宴会厅有28桌厅、36桌厅、55桌厅，拥有
各类客房138间，其中极具特色的2间木
屋特别适合家庭旅游居住，房间优雅华
丽，配套设施至臻完善，是避暑养生、旅游
聚会的度假宝地。

安徽九华山

大好河山九华山度假酒店，坐落于
“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九华山天台下
院的千年古镇——庙前镇，交通极其便
利，是朝佛九华山的必经之地。酒店建筑
面积万余平方米，以徽派庭院风格为主
调，内部装饰古朴简约。酒店配套设施齐
全，拥有各类客房100余间（套），配有风
格各异的豪华餐饮包厢9间，中西自助餐
厅、多功能宴会厅可容纳50桌宴席，大小
会议室2个，商务中心及旅游品商场等娱
乐休闲服务配套一应俱全，环境优美，景
色宜人，是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黄山

大好河山黄山度假酒店，地处黄山风
景区南大门——汤口镇。酒店与小镇的
古徽州文化建筑融于一体，被称为“风景
名胜中的景点，徽州文化中的精华”。酒
店整体布局立足于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
融入徽韵设计理念，总占地面积约2万平
方米。酒店拥有各种豪华的客房，包括风
景各异的山景房、韩式阁、徽式阁、豪华套
房等200余间，所有房间均设有宽带上网
设施。棋牌室、按摩室等娱乐休闲设施一
应俱全，在这里您可远离工作压力，无拘
无束地享受一段快乐时光。

云台山

大好河山云台山度假酒店，位于5A
级景区云台山境内——岸上服务区至万
善寺景点中段。是云台山景区内规模大、
档次高、设施全、按照三星级酒店配备的
一家多功能酒店。酒店依山而建、窗外绿
树成荫，景色优美；自备停车场，方便免
费。酒店设有多功能会议室，豪华套房、
商务套房、标准间、豪华单间等64间，多
功能宴会大厅，豪华包间等可同时接待
200人就餐，节假日、周末、旅游旺季，游
客如云，生意十分火爆。酒店同时承接
筹划和承办各种会议及篝火晚会等大型
活动。

洛阳

` 洛阳被誉为“千年帝都，牡丹花
城”。大好河山洛阳度假酒店，位于洛阳
市中心——东周王城广场商圈，比邻“天
子驾六”博物馆。酒店与洛阳联通大厦、
邮政大楼隔路相望，交通十分便利。酒
店建筑面积2万余平方米，接待过国家
重要领导人及各种大型会议，素有“古都
第一楼”美称。酒店拥有舒适典雅的单
间、标间、豪华间、家庭房、商务套房、行
政套房等各式客房200多间，500人多功
能会议厅，万户候旅游集市，酒店全面升
级改造，焕然一新，环境安全、舒适温馨，
适合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常年吸引着国
内外大量游客。设有百余车位，包间、宴
会厅可同时接待500人就餐。

南阳

南阳航程国际酒店处于中心城区和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北邻独山，东邻白
河，与医圣祠、武侯祠、南阳府衙、王府山
及汉画馆等旅游名胜景区近在咫尺。酒
店距南阳机场7公里，南阳火车站、汽车
站3公里，环城高速路口4公里，交通非常
便利。酒店整体装饰风格高贵、典雅，总
营业面积33600平方米，拥有各式客房约
200间；豪华包房23间，宴会厅、自助餐厅
等可同时容纳500人就餐，功能各异的
大、中、小会议室；室内停车场可停放300
辆车。酒店2018年底重新装修，设施齐
全，条件优越，是您商务宴请的理想场所。

核心提示｜“孝道文化”根

植于中华民族的血液里、脊梁

中，孝敬老人是中华民族几千年

的传统美德。有那么一群人，把

“关爱老人、孝敬老人”当成一种

事业来做，在当今时代背景下，

顺应国家政策，不断总结、创新，

满怀赤子之心做好这份温暖千

万老人、万千家庭的事业。这群

人就来自由黄国林带领的大好

河山。

养儿方知父母恩，寸草难以报春晖。
伴随着中国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在

“421”的中国家庭模式中，养老已经成为
头等难题。人到老年，出行会遇到许多困
难，想尽孝心带老人出门旅游的年轻人备
感压力。解决这一难题，需要好的养老产
品和养老服务。

“孝道文化”深植企业发展

来到位于郑州华润大厦的大好河山
分部，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热情与活力。在
公司环形走廊的照片墙上，一张张老人们
的欢愉笑容被定格，一次次公司发展壮大
的脚步被记录。

见到大好河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黄国林时，他刚刚参加完支援邢台市
新河县脱贫攻坚签约仪式，回到公司就被
老年朋友拉着拍合影话家常。爱读书、涉
猎广泛的黄国林常常跟自己的员工、朋友
们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时刻提醒自己不
忘根本，不忘初心。谈到创业奋斗经历，
黄国林无限感慨：“我是做教育出身，平常
观察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事情都让我觉
得现在的老人们太不容易了。创立这个
企业，把养老事业办好，能让老年人都过
上好日子，健康快乐，颐养天年，这是我创
办大好河山的初衷，也是最大的心愿。”

做教育出身的黄国林，从商后身上依
旧保留着那股书卷气。“把养老事业做好，
不仅是孝道的传承，也是爱心的传递。这
种养老模式被认可是造福千万家庭的好
事。”黄国林长年关注老年群体、研究社会
结构和相应国家政策，出于想让万千老人
安享晚年的初衷，在2014年提出了“走亲
式”旅游这一全新理念后，鼓舞着无数老
人对晚年生活充满信心，“大好河山”用真
诚服务赢得了市场，赢得了人心。

“孝亲敬老”以真情赢人心

养老是一件大事情，大到什么程度？
黄国林对此有独特的见解，“养老并非一
个人、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一个国家的
事情。”养老工作的好坏事关每一个人，小
到一个家庭的安谧和谐，大到小康社会的
实现和社会的安定。

黄国林作为“走亲式”旅游养老模式
的探索者与开拓者，他带领的团队正在做
一件以真情赢人心的事情。所谓“走亲
式”旅游养老模式，即随团出行有人送，旅
途中有人陪，随团带保健医，到达目的地
就像住在亲戚家，旅行归来有人接，就像
自家亲人一样。这种人性化的亲情服务，
正好迎合老年人的心理需求，老人们在旅
行过程中减少了孤独，同时也减轻了子女
负担。

77岁的许大爷是大好河山的忠实粉
丝，他说：“‘大好河山’的孩子们就像是我
的子女，我觉得我们就是一家人。”问及原
因，原来是在一次旅行中，许大爷因多喝
了两杯自酿酒导致血压升高，随团保健医
生和带团导游一整夜没有休息好，一直守
在床前量血压，端茶倒水，细声询问还有
哪里不舒服。第二天专门给老人做了“病
号饭”，一直照顾老人到血压恢复正常。

“都是像自己儿女一样大的孩子，就这样
整夜照顾我，真的很受触动。说实话，就
是自己儿女都未必能做到这样细心。”这
样的事情或许在别人看来稀松平常，只有
当事者才能体会到这其中究竟有多令人
感动。代子行孝，在大好河山人看来并非
只是一个口号、一句好听的话，而是已经
深入到骨子里的爱和服务的精神。

“孝行天下”结出累累硕果

“孝行天下、大爱无疆、孝亲敬老、福
满人间”是黄国林经常给员工们讲的，“有

血有肉有感情”正是这个企业和这支优秀
团队的真实写照。“大好河山”抓住了我国
旅游与养老服务业的良好机遇，旅游反哺
养老，将“夕阳事业”做成了“朝阳产业”。
创立8年来，“大好河山人”坚持稳步发展，
先后在几十个主要旅游城市有了自己的
度假村、养老院、旅行社和酒店，供不同地
域的老年人置换居住、养生养老、度假休
闲，并开通了国内的主要精品旅游线路和
部分国际线路，一个庞大的、高效能的服
务网络，已经建立。

2018年11月，大好河山迎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黄国林顺势推出了公司改革多
项举措：“坚持人人共享，团结带领大家，
紧紧围绕大家，一切为了大家。”在“大好
河山”，人人共享持股权益当家做主人，坚
持行业自律自我革命，为旅游服务业规范
化制定标准，树立起行业标杆，争当行业
改革创新的排头兵，奏起旅游养老新时代
的强音。

心至诚，行致远，“大好河山人”将不
忘初心，砥砺前行。在未来，大好河山将
继续精耕细作，促进实现“走亲式”旅游养
老的便捷化，全力搭建万户候旅游网，在
全国范围内大力兴办“万户候旅游商城”，
实现“旅游商城—汽车站—火车站—飞机
场”四位一体，使人们生活更具便利性，使
大众旅游成为常态化，旅游服务管理逐步
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专业化”，
让越来越多的老人受益于这种新型的养
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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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厚载物 德合无疆

大好河山“孝道文化”氛围浓

拥抱大好河山 祖国处处都有家
大好河山人用一片赤子之心和超人的智慧，给天下老人带来了福音。大好河山集团陆续开办的酒店有：南京、北京、杭州、成都、青岛、桂

林、三亚、洛阳、南阳、云台山、九华山、黄山、青城山等；万户候旅游集市成功实现我国旅游升级版，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武汉、青岛、三

亚、芜湖；江苏南京、苏州、扬州、无锡、盐城；河南郑州、洛阳、信阳、开封等地成立了万户候旅游集市。

短短八年时间，大好河山旅游集市、度假村、酒店已在全国发展四十余家公司，可以说是好事连连，捷报频传，为老年人倡导“候鸟”时尚

生活赛过神仙。“千家万户皆候鸟，春夏秋冬任我游”的美好理想得以实现。

大好河山集团董事长黄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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