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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四天的第二十届中国（三
门峡）国际黄河文化旅游节暨投资
贸易洽谈会，5月25日圆满落幕。

本届节会最直接的成果之一，
就是现场签约投资 3000 万元以上
项目 85 个，投资总额 407.46 亿元。
这些项目都是围绕实施“四大一
高”战略、紧扣五大千亿级产业集
群认真筛选的，随着项目的落地，
将对全市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
升级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通过节会的举办，还极大地拉
动了三门峡市及周边的餐饮、住
宿、商贸、旅游等相关产业，直接拉
动旅游消费5000万元，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2.3亿元。

年年旅游节 今岁更精彩

自 1992 年三门峡举办首届黄
河旅游节，20 多年来，旅游节规模
不断扩大，内容不断丰富，层次不
断提升，已成为三门峡一张靓丽的
名片。

年年旅游节，今岁更精彩。今
年的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在往
届高水平、高质量成功举办的基础
上进行了很多创新，融入了多项文
化、旅游和经贸元素。丰富多彩、
卓有成效的文体、旅游和经贸活
动，使本届旅游节推陈出新，精彩
纷呈，亮点频现。

——9 分钟的开幕式。本届节
会一个最大亮点，就是开幕式只有

短短的9分钟，而且还是同“2014中
国中西部户外休闲产业博览会开
展仪式”合并进行。其实，节俭务
实是贯穿整个节会的一条红线。
为落实中央八项规定，该市严格控
制活动规模，不组织招待酒会和专
场文艺演出，节会期间惟一的一场
群众联欢会，节目全部由本市各县
（市、区）、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兄弟
市和国际友好城市选送，没有邀请
一位明星。除赠票以外，包括各级
领导和各位嘉宾在内的观众都自
行购票观看。据介绍，为压缩开
支，该市坚决摈弃一些单纯讲排
场、没有实质意义的活动，同时加
大市场化运作力度，通过企业冠
名、景区自办、场地广告等方式筹
措资金，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小节会大宣传。借力媒
体扩大宣传是本届节会另一个突
出特点。初步统计，参与本届节会
报道的新闻记者 260 多人，共在中
央、省级主流新闻媒体刊登与黄河
旅游节有关的报道达1400余篇，图

片4800余幅。在百度点击“第二十
届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文化旅
游节”、“横渡母亲河”、“三门峡万
人帐篷节”、“对话黄河全媒体旅游
峰会”、“第四届中国网媒高峰论
坛”、“甘山自行车赛”等关键词，目
前能搜索相关信息达7300余万条，
转载达 9 万余篇次。另据统计，新
浪微博、腾讯微博、手机微信等新
媒体，都有海量的与本届黄河旅游
节有关的信息。

——群众深度参与。节会期
间的很多活动，都由民间社团自发
组织。黄河大合唱艺术节，吸引了

全国各地 23 支合唱队 1056 人齐聚
黄河岸边，上演了千人齐唱《保卫
黄河》的画面；全国“驴友”交流大
会暨第三届万人帐篷节，吸引了 16
个省份的 1.5 万名驴友参与，在美
丽的黄河公园搭起了8100顶帐篷；
横渡母亲河活动，吸引了来自全国
105 支代表队的 2658 名游泳爱好
者，接受母亲河的洗礼；全国山地
自行车邀请赛，吸引了24个省（区、
市）的 708 名骑手参加；沿黄九省
（区）第二届大型综合鉴宝活动，更
是吸引 1100 多名藏友携带 3100 余
件藏品参与。群众的广泛参与，使
本届节会更接地气、更具活力、更
可持续。

此外，本次节会还为加强黄河
金三角区域合作、沿黄九省（区）旅
游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三门峡
不仅与运城、渭南、临汾三市共同
组织了庆祝《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
域合作规划》获批群众联欢会，三
市的有关领导和企业还全程参加
了相关的经贸洽谈交流活动。在

本届节会组织的沿黄九省（区）智
慧旅游峰会和全媒体旅游峰会上，
国家旅游局领导同沿黄九省（区）
旅游局、主流媒体、门户网站负责
人会聚一堂，就打造沿黄旅游带板
块、加强黄河旅游联动发展、旅游
行业与媒体互动合作等，进行了多
场对话，并启动了黄河智慧旅游品
牌建设项目，并成立了沿黄九省
（区）全媒体旅游宣传联盟。

副省长张广智说，黄河文化旅
游节已成为河南和黄河流域的重
要旅游、经贸节会活动。

二十年锻造的“大黄河旅
游”品牌

精彩，是源于不断的坚持和突
破。

三门峡是一个“有山有水有文
化”的旅游胜地。早在 1986 年，三
门峡就开创了黄河之旅旅游专线，
其三大品牌“清水黄河”、“船行柳
梢”、“天鹅戏水”，令人心驰神往，
流连忘返。

从1992年开始，三门峡依托瑰
丽雄奇的黄河景观和博大精深的
黄河文化，连续成功举办了20届黄
河文化旅游节。特别是近年来，三
门峡以黄河文化旅游节为平台，联
手黄河金三角的运城、渭南、临汾
等城市，并逐步扩大到沿黄河的九
省（区），精心打造“大黄河旅游”品
牌：

2010 年 5 月，在第十六届黄河
旅游节上，三门峡联手山西、陕西、
河南的其他7个市，成立了“黄河之
旅旅游联盟”，相约在建立信息库、
招商营销、投诉受理、无障碍旅游
等10个方面开展合作。

2011 年 5 月，三门峡发起倡导
成立“沿黄九省（区）黄河之旅旅
游联盟”，进一步确定了三门峡在

“大黄河之旅”中重要节点城市地
位。

2012 年 5 月，沿黄九省（区）又
联手推出“中国大黄河旅游十大精
品线路”。

去年，又成立了沿黄九省（区）
自驾车旅游联盟和旅行社合作联
盟。

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保持
持久魅力的另一个重要的“法宝”，
就是不断设计并创新活动载体。

从连续举办八届的“豫西大峡

谷全国双胞胎漂流大赛”，到近年
来开始举办的“函谷论道”和陕县

“地坑院民俗文化旅游”等活动，再
到各种形式的论坛、讲座，都彰显
了黄河旅游节的独特魅力。

“横渡母亲河”是三门峡人精
心打造的一项群众性户外体育活
动，自 2010 年举办以来，规模逐渐
扩大，规格越来越高，三年来每年
参与“横渡母亲河”的游泳爱好者
都超过2500人，成为横渡黄河知名
度最高、参与面最广、规模最大的
公开水域游泳活动。

“万人帐篷节”是三门峡旅游
节的又一亮点。浩瀚的星空下，上
万名“驴友”在黄河岸边扎起帐篷，
在篝火晚会中尽情狂欢，该是多么
让人向往的“浪漫事”。继去年“帐
篷节”扎篷 5173 顶，成功冲击了世
界吉尼斯“最大规模的帐篷露营活
动”纪录的基础上，今年又有 15000
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驴友在三门
峡黄河公园成功扎帐8000余顶，再
创历史纪录。

除此之外，三门峡人在每年的
黄河旅游节都推出与黄河主题有
关的群众性活动，如 2011 年的“保
护母亲河·三门峡宣言”万人签名
活动，2012 年的“世界十大河流对
话黄河”、“热气球穿越黄河丹霞”
活动，到去年推出的“壮美黄河·全
国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和今年推出
的“中流砥柱·黄河大合唱艺术
节”，都吸引了众多市民和各地旅
游爱好者的广泛参与。

在长达22年的坚持与突破中，
“大黄河旅游”的品牌越叫越响。

如今，一年一度的三门峡黄河
文化旅游节，不仅使三门峡市初步
确立了作为全国重要旅游目的地
城市、黄河旅游核心城市和河南省
旅游经济强市的地位，极大地推动
了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且对三
门峡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十一五”以来，该市
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市 GDP 比重一
直保持在7%以上。

2012 年 5 月，三门峡人尝试把
展会引入黄河旅游节，举办了首届
户外用品展、春季大型车展，结果
不仅为展馆自身创造了巨大的收
益，而且推动了宾馆、餐饮、旅游、
商贸、交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三
门峡国际文博城利用其作为黄河
旅游节主会场的品牌效应，当年就
举办各类展会十多场次，现场交易

额达 4 亿元，合同交易额 300 多亿
元，拉动相关产业实现收入 19 亿
元。

“大黄河旅游”的品牌影响，还
体现在引进了大批高新技术和促
进三门峡经济转型升级的项目。
资料显示，最近几年，三门峡黄河
文化旅游节的投资签约项目每年
都在 500 亿元上下，一大批项目在
三门峡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黄河旅游节蕴含的转型
发展大思维

二十二载的坚持，不是偶然，
背后蕴含的是三门峡市清晰的发
展思维。

这个思维就是转型发展。
曾几何时，三门峡依托丰富的

矿藏资源，大力发展资源型开采、
生产和加工业，已经成为河南省乃
至全国重要的金属和能源开发与
生产基地。但是，随着资源开发强
度的不断加大，支撑经济发展的黄
（黄金等有色金属）、白（铝土）、黑
（煤炭）等主要矿产出现资源危机，
甚至是枯竭现象。和所有的资源
型工业城市一样，三门峡还面临一
产不优、二产不强、三产不大的现
状，工业占了全部经济总量的67%，
而资源性工业占据了工业总量的
70%。

当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呼啸
而至时，当时该市的主要工业品价
格大幅下滑，导致2009年第一季度
全市GDP增速降至3.1%，为历年来
的最低点。这些都暴露出三门峡
对资源依赖性过高、产业链条短、
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严峻的形势使三门峡的决策
者强烈地意识到：“资源优势”已经
悄然变成“资源陷阱”，不仅资源濒
临枯竭，环境难以承受，更会让当
地经济的发展陷入绝境。如何破
解资源型城市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难题，成了三门峡市委、市政
府工作的重心。

“2009 年，我们痛定思痛，决心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跳出资源陷阱，
立足早转型，快转型，努力找到契
合自身发展的路径。”三门峡市委
书记杨树平说，面对国际金融危
机，三门峡决心强力实施以大通
关、大交通、大商贸、大旅游建设和
高新产业发展为主要内容的“四大
一高”战略，其核心是激活投资、出
口和内需三大经济增长要素，实现
调优一产、调强二产、调大三产，三
次产业协调运转，加快传统产业高
端化、高新产业规模化步伐，真正
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落到实处。

事实证明，这是一条高瞻远瞩
的转型发展之路。三门峡提出

“四大一高”战略，通过大交通和大
通关设施的建设，强化转型发展的
基础支撑；通过发展大商贸和大旅
游，集聚人气、商气，带动现代服务
业的发展；通过发展高新产业，强
化创新驱动，推动传统产业高端
化、高新产业规模化水平。通过多
轮驱动，实现三门峡在区域发展中
的综合竞争优势。

正是立足于转型发展的大思
维，三门峡下决心大力发展会展经
济，把它作为实施“四大一高”战略

的重要抓手和推进经济转型发展
的切入点，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产业
这个制约经济发展的短板。

作为一个不沿海不沿边的三
线城市，三门峡并不具备发展会展
经济的优势。但该市却紧紧抓住
加快转型发展形成的基础优势，和
国家批准建立“豫晋陕黄河金三角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政策机
遇，独辟蹊径，在连年举办黄河国
际文化旅游节的基础上，又成功打
造了“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
这一全国性的会展品牌。

中国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是
由中国商业联合会牵头，依托 2011
年成立的晋豫陕黄河金三角承接
产业转移示范区，由示范区内 4 个
兄弟城市携手联办的“国字号”盛
会。2012 年 11 月首届特博会就一
鸣惊人，现场参观采购人数超过 25
万人次，达成贸易采购合同 73.3 亿
元，签约 27 个经济合作项目，总金
额243.9亿元。到2013年第二届特
博会的时候，不仅形成了黄河金三
角三省四市共同办会的新模式，会

展的水平和层次也有了新的提高，
5天时间参观购物人数突破30万人
次；来自全国各地和泰、韩等 12 个
国家的 732 家参展企业，是从 4100
多家报名参展商中精挑出来的；采
购 商 达 到 3245 家 ，比 上 届 增 长
219%；签约经济合作项目 69 个，签
约金额 403.38 亿元，比上届增长
65%。

三门峡市会展办公室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三门峡会展业正
处于加速发展态势，尤其是三门峡
国际文博城会展中心自 2012 年投
入使用后，先后承办了中国中小城
市（县）发展峰会、中国特色商品博
览交易会、中博会等大型会展，现
在几乎每个月就有一场大型会展
在文博城举行。

从旅游节到特博会、从房展会
到车展会，借力节会平台，三门峡
大力开展各种会展活动，吸引了大
批海内外客商云集于此。

一个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极
具竞争力的三门峡正展现在世人
眼前。

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三门峡：：：：：：：：：：：：：：：：：：：：：：：：：：：：：：：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全力打造“““““““““““““““““““““““““““““““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大黄河旅游”””””””””””””””””””””””””””””””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知名品牌
——第二十届中国（三门峡）国际黄河文化旅游节暨投资贸易洽谈会回眸

本报记者 吴烨

黄河文化旅游节主会场——三门峡市文体中心

“嵩山论剑·崤函问道”网媒论坛现场

黄河岸边唱黄河

黄河岸边的万人帐篷节

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大坝

2500多名“泳士”横渡母亲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