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把焦作定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点，并在焦作市举办旅游可持续发展公共宣传教育活动焦作市与韩国庆州市缔结为旅游友好城市

盘点 2015，焦作市旅游系统围绕建设国际
知名旅游城市的奋斗目标，创新大思路，谋划
大动作，打造大品牌，拓展大市场，形成大产
业，旅游工作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喜获“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标准
化示范市”称号

1 月 4 日，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标准化示
范市创建活动终期评审会在焦作市召开。焦
作市凭借扎实的创建成果受到评委一致好评，
顺利通过验收，标志着焦作市成功创建国家级
旅游服务综合标准化示范市。一年来，焦作市
以此为起点，继续深化创建成果，进一步完善
旅游标准化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了旅游标准化
服务品牌内涵。云台山凭借雄厚的竞争实力、
领先的标准化体系，在 2015 年度全国质量之
光公众评选中成功摘得全国“质量之光”年度
大奖，成为全国唯一一家荣获此项大奖的旅游
企业。

●“焦作模式”成为联合国世界旅游
组织推广的旅游发展促进城市转型典范

6 月 23 日，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
持续发展河南观测站发布了《2014 年度焦作
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报告》，对焦作旅游进行
了全方位、多角度监测解读。监测报告显示，
焦作旅游在较短时期内从零起步一跃发展成
为年接待游客量突破 3600 万人次，“焦作模
式”成为全国旅游发展促进资源枯竭型城市
转型的典范。“焦作模式”中，旅游发展的影响
面广泛，从政府层面的战略部署到基层社区
的积极响应，发展旅游业成为焦作全市上下
的共识。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在国内外对

“焦作模式”的发布推动，必将大幅提升焦作
旅游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使焦作发展经验得
以走向世界。

●文化旅游园区项目建设取得新成就

以项目建设为载体，坚持一月一督导、一
季一通报、半年一观摩，强力推进文化旅游园
区建设。全年共完成投资 19.78 亿元，占目标
任务的 131%。依托“云台山”和“黄河生态文
化”品牌资源，谋划推出了“南太行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区项目”和“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带项
目”，被焦作市委、市政府列入 2015 年全市十
大战略项目进行招商发布。重点推进了云台
山、青天河、嘉应观、陈家沟等文化旅游园区
的项目建设。云台山云溪谷、百家岩建成投
用，七贤民俗村特色餐饮街开门迎客，陈家沟
国际交流中心建成运营，神农山二仙庙游客中
心、静应庙后花园项目建设即将完工。市委、
市政府组织了对文化旅游园区的观摩点评，云
台山、陈家沟、神农山文化旅游园区分别受到
市委、市政府 100 万元的奖励。

●旅游招商引资工作硕果累累

积极争取上级支持，旅游项目招商签约工
作成效明显。今年“一赛一节”期间共签约项
目 13 个，签约总额 98.95 亿元。其中，总投资
1.5 亿元的云台山大型实景展演项目和总投资
2 亿元的太极拳大型实景演艺项目落地投产运
营后，将填补焦作市大型旅游演艺项目空白；
总投资 10 亿元的妙乐寺塔国际生态旅游度假
区项目和总投资 3 亿元的武陟县现代农业观光
园区及育种基地项目投产运营后，将进一步丰
富焦作市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产品体系，增强
竞争力；总投资 20 亿元的沁阳中华姓氏文化主
题公园项目、总投资 20 亿元的司马懿益智文化
园、总投资 30 亿元的中广太极影视小镇项目落
地运营后，也必将推动焦作市旅游业进一步转
型升级，增强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工作领先全省

按照国家、省旅游部门的统一部署，焦作
市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旅游厕所管理行动，一年
来，焦作市在旅游景区、星级饭店、主要旅游通
道、游客集散地等重要路段，新建旅游厕所 57
座，改建旅游厕所 95 座，全面改善了旅游厕所
环境，提高了对客服务品质。由于焦作市旅游
厕所建设管理行动部署快、工作实、收效好，建
设数量超额完成省定目标，在省旅游局的通报
中名列前茅，并成功争取到了国家旅游发展基
金补助地方旅游厕所建设资金 186 万元。

●“太极圣地·山水焦作”主题形象声名远播

充分利用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影响
力，全面强化焦作旅游主题形象品牌宣传力
度，继续在央视《朝闻天下》栏目投放“太极圣
地·山水焦作”整体形象广告，继续参与全省

“老家河南”整体形象捆绑宣传活动，并在《中
国旅游报》等国家、省、市平面媒体做好焦作市
旅游整体形象宣传及旅游信息宣传报道，持续
提升焦作旅游美誉度和城市知名度；组织开展
了郑焦城际列车的旅游形象宣传推广活动，云
台山、青天河景区相继冠名郑焦城际列车，变
郑焦铁路线为流动的旅游风景线；加大新媒体
宣传力度，与蚂蜂窝合作推出焦作旅游形象展
示专题，与新浪网合作开展线上线下“带着微
博去焦作”宣传推广活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成功举办2015云台山旅游节

8月20日—24日，2015云台山旅游节在焦作
市成功举办。旅游节期间，共举办开幕式、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河南省观测站
焦作观测点公共宣传活动周启动仪式、焦作观测
点监测活动、“相约云台”中国名山暨河南旅游产
品说明会、“休闲云台”中国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
国际研讨会、中国名山暨河南旅游产品现场展

示、国际旅行商考察河南旅游产品等一系列活
动。本届旅游节活动内容丰富、创新性强，尤其
是中国国际名山暨河南旅游产品说明会，旅游企
业与境外旅行商签署了多项引客入豫合作协议；
中国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邀请到长
白山、黄山、峨眉山共十家国内知名山岳景区共
赴云台之约，论道山地旅游，共话可持续发展，并
签署了《中国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云台山宣言》，
成为中国山地旅游的一大亮点。

●专列包机带动战略成效显著

继续大力实施旅游专列、包机带动战略，
通过采取多项有效措施，激励市场主体开拓重
点目标市场、运作专列（包机）的积极性，全年
共招徕“云台山号”武汉系列专列及上海、浙
江、吉林、辽宁、山东等省市的旅游专列 15 列，
强力拉动上海、浙江高端市场和东北新兴客源
市场的快速增长，为焦作市撬动目标客源市场
起到了重要的品牌带动和市场引领作用。

●推进管理体制机制创新

7 月和 10 月，焦作市先后建立了旅游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和旅游市场联合执法机制，进一
步推动“1+1”制度机制建设。旅游工作联席会
议制度主要职能是统筹协调全市旅游工作，落
实国务院和省政府旅游业改革发展政策，提出
促进焦作市旅游业改革发展措施，协调解决旅
游改革发展重大问题，是推进新常态下旅游业
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创新；旅游市场联合执法
机制通过旅游市场联合执法办公室这一载体运
转工作，组织协调旅游、发改、公安、工商、质监、
交通、商务、安监、卫计、文化、食药监、民宗和城
管 13 个部门集中开展旅游市场联合执法活动，
受理、批转、转办涉旅投诉案件等，对于形成旅
游市场规范整治合力，大力净化市场环境具有
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旅游市场化运作上，焦作
市主动作为，积极协调指导云台山景区按时上
报上市辅导材料，并督导该景区积极办理焦作
市投资集团投资入股相关手续，预计将在 2016
年第一季度上报国家证监会。

●文明旅游成为“最美风景”

秉承“最美的风景是文明”的工作理念，将
文明旅游工作作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提升游
客满意度、提升城市对外形象的重要抓手，加强
宣传，创新举措，有力推动了文明与旅游的深度
融合。印发了《全市文明旅游工作实施方案》，
利用元旦、春节、中秋、国庆等特殊时段及 5·19

“中国旅游日”广场宣传活动，面向游客和市民
发放《文明旅游行为公约》，积极引导旅游从业
人员和广大游客自觉遵守社会公德，主动革除
不文明行为。同时，积极推进游客不文明行为
记录管理工作，建立旅游行业诚信建设“红黑
榜”发布制度，强化导游员文明旅游知识培训，
组织开展“文明导游”评选活动和“文明旅游随
手拍”公益活动，督导旅行社、景区按要求尽到
告知提醒游客文明旅游的义务，引导游客规范
个人行为，提高游客文明旅游意识，在全市范围
内营造了文明旅游和谐有序的良好市场环境。

●焦作旅游年票实施工作全面启动

12 月 24 日，焦作市印发了《焦作市旅游
年票实施方案》，标志着旅游年票实施工作
全面启动。旅游年票将云台山、青天河、神
农 山 等 12 大 景 区 全 部 囊 括 其 中 ，焦作市 居
民、焦作大中专院校在校学生、在焦作市居
住或工作一年以上的外地人员均可持有效
证件购买旅游年票。旅游年票的实施必将
推进全市旅游景区共同发展，塑造旅游城市
整体形象，加快促进焦作市旅游业改革发展
红利惠及广大市民。

精彩的 2015 年已经过去，辉煌的 2016 年
更加值得期待。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焦作旅游更加壮丽的崭新画卷将由此
全面展开，全市旅游系统将在市委、市政府的
正确领导下，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进一步凝心聚力、
转型攻坚、争创一流、绿色发展，为加快中原
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和美丽焦作建设，打造
国际知名旅游城市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云台天阶国际饭店、青天河滨水栈道、陈家沟太极
拳文化国际交流中心、神农山游客服务中心等一批旅游
转型升级项目建成并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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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焦作旅游“十二五”回眸

“十二五”时期，在焦作市委、市政府的正
确领导下，全市旅游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关于促进旅
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紧紧围绕建
设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美丽焦作和国
际知名旅游城市的奋斗目标，坚持“崇尚创新、
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植开放、推进共享”的
发展理念，加快了旅游业转型升级，推动了旅
游业提质增效。

这五年是打造旅游服务品牌，推动旅游业
创新发展的五年。坚持服务创新，以标准化建
设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焦作市成功创建为全
省旅游标准化示范市和国家级旅游服务综合
标准化示范市；云台山《旅游景区数字化应用
规范》上升为国家标准，被评为“全国质量工作
先进单位”、“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

“全国质量标杆企业”和首批“全国旅游标准化
试点单位”；全市 12301 旅游服务热线、旅游集
散中心、信息咨询中心相继建成投用，公共旅
游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大力推进旅游

“厕所革命”，新建改建旅游厕所 150 余座；旅
游投诉率逐年降低，游客满意度连年提高。

这五年是强化旅游要素建设，推动旅游业
协调发展的五年。坚持统筹协调，逐步完善旅
游发展要素。强力推进云台山百家岩综合服
务中心、青天河休闲度假中心、神农山生态度
假区和武陟嘉应大观园、鑫居休闲观光农业示
范园等转型升级项目，成功构建观光、休闲、度
假产品协调并进、多元发展的大格局。全面统
筹“景城”旅游均衡发展，出台《加快中心城区
旅游业发展的意见》，焦作影视城成功创建国
家 4A 级旅游区，三维戴斯五星酒店引领星级
饭店快速发展，云台山国旅等跻身国家四星级
旅行社行列，大杨树特色餐饮街区全面升级华
丽转身，成为城市旅游新亮点。

这五年是提升旅游竞争实力，推动旅游业
绿色发展的五年。坚持精品战略，促进旅游发
展上档升级。云台山、青天河、神农山三个景
区共同建成国家 5A 级旅游区；全市先后投入
80 亿元建设十大文化旅游园区，云台天阶国

际饭店、陈家沟太极拳文化国际交流中心、七
贤民俗村等一批大项目先后建成投用；河南省
人大常委会颁发施行《河南省云台山景区保护
条例》；云台山被命名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
区”、“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成为全国首批数
字化景区建设试点单位、全国智慧旅游景区试
点单位等，在全国自然山水景区中名列前茅。
焦作市四度荣膺“中国旅游竞争力百强城市”
称号。

这五年是拓宽旅游战略空间，推动旅游业
开放发展的五年。坚持对外开放，推动旅游业
交流合作。焦作市领导多次率队开拓旅游市
场，焦作市与韩国庆州市结为旅游友好城市，
与忠州市结为友好城市，韩国、我国台湾成为
焦作市两大主要客源地。焦作市以首批会员
城市身份加入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被联合国
世界旅游组织列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监测点，市
旅游局正式成为亚太旅游协会会员，焦作旅游
对外开放站在了更高发展平台。每年在中央
电视台黄金时段播放焦作旅游广告，成功举办

了两届云台山旅游节、五届焦作红叶节，开行
“云台山号”、“青天河号”系列旅游专列（包机）

213 列（架），“中国养生地、世界太极城”旅游
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这五年是释放旅游改革红利，推动旅游业
共享发展的五年。坚持以人为本，使广大人民
群众充分享受旅游发展成果。实施旅游精准扶
贫，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修武县被确定为省级
乡村旅游示范县，云台山镇被确定为省级乡村
旅游示范镇，青天河村被确定为省级乡村旅游
示范村，吸纳当地旅游就业容量和农民收入逐
年递增，成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工作典范；修
武县、博爱县全力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县，积
极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启动旅游
年票民生工程，全市人民持年票畅游焦作即将
成为现实，旅游发展成果惠及全民的步伐再次
提速。截至 2015 年底，全市共有星级饭店 30
家，旅行社 109 家，A 级旅游景区 12 家，全市旅
游从业人员近 30 万，全市上下关心旅游、支持
旅游、共享旅游的社会氛围已然形成。

2015年焦作旅游大盘点

“十二五”期间，焦作市共引来旅游专列、
包机 213 列（架次），是全省引来专列、包机最
多、综合效果最好的城市

在焦作市火车站、东方红广场、长途汽车
站等多处设立的焦作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建成
并投入使用

●——“十一五”末（2010年）：焦作旅游接待

人数 1959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5.96 亿元、

旅游综合收入147.53 亿元；

●——“十二五”末（2015年）：焦作旅游接待

人数3679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10.08 亿元、

旅游综合收入 294.31 亿元；接待游客人数、门

票收入和旅游综合收入分别是“十一五”末的 1.9
倍、1.7倍和 2倍。

●——“十一五”时期：焦作旅游接待总人数

为 7265 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21.8 亿元，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555.6 亿元。

●——“十二五”时期：焦作旅游接待总人数

突破1.48 亿人次，实现门票收入43.7 亿元，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1161.2 亿元，比“十一五”时期

分别增长了 104%、100%和 109%。

透过数字看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