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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全域旅游引领 文旅融合共进

历史上的“开封府”，始建于五代
梁开平元年（公元 907年），历五代、
宋、金、元、明、清各朝。北宋时期地
位最为显赫。为“天下首府”“京都首
善之地”。《开封府题名记碑》记载了
200余名开封府尹的任职情况。其中
宋太宗、真宗、钦宗三位皇帝曾“潜
龙”于此。包拯、寇准、欧阳修、范仲
淹、苏轼、司马光、苏颂、蔡襄、宗泽等
一批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艺术家、
军事家曾任职开封府。尤其以包拯
为代表的一批名臣廉吏，深入民心，
名垂青史。“开封府”因此更为历史开
明统治者和黎民百姓所称道。

2001年动工重建的“开封府”，自
筹资金近亿元，拆迁安置棚户居民
600多户和企业、单位3家，占地60余
亩，建筑面积达1.36万平方米。按照
宋代《营造法式》和“仿古如古、打造
精品”的原则，整个景区建有府门、文
城墙、正厅、梅花堂、潜龙宫、拱奎楼、
清心楼、天庆观、英武楼等主体建筑
五十余座，规制严整，气势恢宏。

“开封府”位于风光秀丽的包公
湖畔，自南而北，府衙大门、照壁、牌
坊、雄狮等巍峨壮观；正厅院内“戒石
铭”上“公生明”镌刻警训，彰显出我
国“吏治文化”之精髓。过“戒石铭”
朝北登“开封府”大堂即“正厅”，是开
封府长官颁布政令、处理政务以及举
行重大活动、公开审理要案之地，庄
严肃穆，特别是展示的“龙头”“虎头”

“狗头”三口铜铡，彰显出法典“公正
无私”的威严。

正厅后边的“梅花堂”，是传说中
包公“倒坐南衙”，方便百姓告状的地
方。府衙中轴线东侧的潜龙宫，据传
是宋仁宗为纪念其父真宗皇帝曾任开
封府尹而建，由于先后有三位“真龙天
子”任事开封府，故名“潜龙”。坐落在
东北隅的“明礼院”内，建有“拱奎楼”，
大厅为北宋科举时的解试考场。开封

府校场，主体建筑为“英武楼”，为开封
府演武迎宾场所和宋朝科举武举考
场。府衙西南角为“府司西狱”，设有
狱神庙、囚车刑械、狱神皋陶等。

开封府布局大气而雅致，使宫署
建筑与古代园林巧妙结合，奇花异木
遍布，山石泉瀑巧置，登临高达32米
的清心楼，可尽览包公湖及古城西南
角风貌，游明镜湖赏弦月山能舒缓精
神，怡然自得。

“开封府”依据典籍史料，陈展内
容翔实生动，表演节目精彩纷呈、引
人入胜。每天定时推出13场演出,令
人目不暇接、拍手叫绝。

开封府所拥有的包公廉政文化
正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包公廉政文
化的挖掘和展示还有更大的提升空
间,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开封
府”二期发展开发项目规划。这个项
目，不仅是提升开封府景区、包公湖
风景区文化品质、拓展开封府文化发
展空间的一项重要工程，更是落实市

委、市政府文化旅游发展战略，打造
开封国际文化旅游名城的一个“文、
商、旅”综合性旅游产业开发项目。

据了解，《铁面包公》大型3D动画
系列片项目，由开封市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开封开封府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河南黑骏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联合运营。三家公司共同注资成立
了开封宋都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全面
负责项目工作。《铁面包公》立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发展，运用顶
级三维技术制作。本动画已入选河南
省40项精品文化工程重点项目,并且
是唯一一部入选的动画项目。

本项目被河南省委宣传部确定
为中原文化精品创作工程2016年度
重点项目，且是唯一动画项目。本动
画项目将包公文化与当今反腐倡廉
的现实相结合，旨在发掘和展示宋文
化，宣扬包公廉政文化精神。计划一
期出九集，每集12分钟。今年国庆节
将与观众见面4集。

开封府：
北宋天下首府 旅游知名品牌

开封府景区“包公迎宾”

近年来，开封市经济社会取得了显
著成效，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十
三五”开局良好，全市主要经济指标增
幅持续位居全省前列，旅游业同样实现
了跨越发展。

今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增幅居
全省第 2位，生产总值（GDP）、服务业
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多项指
标增幅居全省第一方阵。其中三产增
加值387.6亿元，增幅居全省第2位，贡
献率为 56.6%，拉动生产总值增长 5.2
个百分点。

目前开封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
比重接近6%，文化旅游业成为全市支
柱产业。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开封旅游
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前7个月，全年累计旅游接待
3250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54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2.6%和 17.7%。
这些成绩的取得，主要做法是：

一是突出顶层设计，加强整体统
筹。开封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旅游
业，把文化旅游业作为民生产业、民心
产业、幸福产业、支柱产业着力培育，重
点实施“十个一”工程：即一个战略引
领：开封在全国率先提出“文化+”战
略，强调文化和产业融合共进，实施了
10个“文化+”专项行动计划；一个发展

定位：提出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发展定
位，与新兴工业化城市并列；一个机构
协调：市委书记召集、市长参加，每月召
开一次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指挥部
例会，专题研究文化产业发展问题；一
个专项资金：设立了文化旅游发展专项
资金，每年投入5000万元；一个园区运
营：由中部六省唯一的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
园区负责运营；一个平台融资：成立开
封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为
市属国资公司进行融资；一批项目支
撑：每年安排、包装一批文化产业项目，
市领导分包，强力推进；一个研究院培
养人才：河南大学宋文化研究院，市委
书记任院长，依托河南大学优质师资进
行人才培养；一春一秋节会：春季的清
明文化节、秋季的菊花文化节，两个国
家级节会拉动；一个旅游联盟：依托丝
绸之路东起点城市地位，2015年在全
国率先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城市旅游
联盟，吸引国内外33个城市踊跃加入，
推动旅游开放合作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

二是突出规划引领，打造特色精
品。高标准、高起点编制了《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规划》《宋都古城风貌保护与
重现工程规划》、“一渠六河”景观设计

规划、宋都水系工程规划等水系工程
规划；编制完成了《开封市“十三五”旅
游发展规划》，确定了未来五年“双核”

“双带”“双廊”“四区”的旅游产业总体
布局，形成了衔接配套的规划发展体
系。

依据发展规划，充分发掘开封历史
文化底蕴，在突出“宋文化、北方水城、
新宋风城市”三大特色的同时，着力彰
显饮食文化、菊花文化、书法文化等十

大文化魅力。在提升清明上河园、龙亭
公园等传统景区的基础上，又打造了小
宋城、上河城等一批文商旅综合体；七
盛角、书店街等一批历史文化特色街
区；大宋官瓷、木版年画等一批民办博
物馆；启封故园等一批旅游特色小镇；
开封西湖、“一渠六河”环城水系等一批
城市休闲游憩新空间。

“一河两街三秀”“一湖两巷三园九
馆”等一大批文化旅游精品的成功推

出，形成了“水、陆、空、地下”的立体化
旅游产品体系，让每一个来到开封的游
客都能深度体验“宋文化”独特内涵，游
得放心舒心。

三是突出项目牵动，探索融合发
展。整体谋划、协同推进“文化+”“互
联网+”“旅游+”，形成叠加聚变效应。
在发展模式上不断尝试探索，以文化为
魂、旅游为体、商业为力，着力推动文化
旅游化、旅游文化化、文化旅游商业化，
以文商旅项目为抓手，谋划实施了鼓楼
复建、双龙巷历史街区改造、东京梦华
半亩园、城摞城新郑门遗址、地下城墙
展示馆、小宋城二期、清明上河园三期、
开封府二期、建业泰和府等一批重大

“文商旅”结合项目，实现了旅游在文化
当中找效益、文化在旅游当中找出路、
商业在文化旅游当中寻求发展的良性
互动。

四是突出城旅联动，推进全域共
建。坚持以旅游业发展为拉动，以城
市“双提”“双修”为载体，不断完善文
化旅游基础设施，大力开展城市创建，
成功创建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
市、全国旅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大力创
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智慧城市。在
创标工作中，重点实施了旅游集散、旅
游咨询、导向标识、旅游厕所、智慧旅

游等五大工程；在智慧城市工作中，由
腾讯公司为开封量身打造的“全民接
力话汴京”智慧工程 2015 年全面上
线 ，成 为 全 国 首 个 全 程 真 人 导 游

“O2O”平台；开封市智慧城市展示体
验中心顺利投用。城旅融合发展使城
市路网、快捷酒店、旅游集散中心、停
车场、园林绿化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
城市承载力、舒适度显著提升，城乡更
加整洁、亮丽，社会文明风尚盛行，全
域旅游支撑更加有力。

五是突出改革创新，强化制度保
障。始终以改革创新为主线，进一步完
善了开放招商、文化旅游项目建设、全
域旅游发展的责任机制和督导考核机
制，做到各项任务年初建账、半年查账、
年底交账，真正奖出动力、惩出压力，为
发展全域旅游提供有力保障。

下一步，开封将进一步强化国际文
化旅游名城定位，突出以全域旅游新发
展理念为引领，以提高发展质量效益为
中心，站在大环境、大旅游、大产业的角
度，充分发挥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优势，
重塑文化旅游产业价值，努力走出一条
适合开封特色的旅游产业发展之路，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打
造“实力开封、文化开封、美丽开封、幸
福开封”。

清明上河园：
产业转型提升 添彩旅游画卷
清园股份引业界关注

2017年8月7日，开封清明上河园
股份有限公司发布 2017 年半年度报
告：报告期内，实现营收 1.45亿元，同
比上升 16.71%；实现净利润 6172.18
万元，同比上升19.10%。除此之外，清
园股份上半年游客接待量为151.96万
人次，同比增长10.53%。

清园股份成立于1998年，经营管
理国家 5A 级景区清明上河园景区，
2016年 5月 16日，以协议转让的方式
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河南旅游景区第
一股，并在2017年5月30日，成为第二
批入围新三板创新层的旅游企业。

国家 5A 级旅游区——清明上河
园，坐落在美丽的古都开封龙亭湖
畔。19年来，清明上河园基于“文化+”
的战略引领，打造了一艘中国宋文化
旅游的旗舰。

八朝古都开封，有着4000年的历
史，在这文化厚重的地方，古都开封以先
行先试、敢为天下先的气魄，在全国率先
提出“文化+”的城市发展理念。清明上
河园置身于开封深厚的文化沃土，不断
地塑造全国文化旅游品牌，打造全国精
品演艺，实现自身快速的转型与提升。

2016年，清明上河园景区年游客
接待量达278万人次；2017年，清明上
河园乘着大旅游的东风，以“文化+”为
引领，旅游经营态势可以说是风生水
起、欣欣向荣，预计2017年游客接待量
将达到310万人次。

夜游引领清明上河园的
转型提升

2017年，清明上河园在经营业态
上进行了重大的革新。进入暑期之
后，从7月8日起，正式推出了“夜游清
明上河园”旅游产品，将大宋东京梦华

不夜天的文化元素表现出来，将北宋
人幸福生活的场景再现出来，让人们
回到一种幸福的生活状态，受到了广
大游客的热烈追捧和交口称赞。

清明上河园推出的“夜游清明上
河园”旅游产品，让游客在园区里得到
无时差的全宋文化体验，很好地解决
了游客滞留、停留的问题，推动了游客
的二次消费。

开封夜游新引擎，亮点频现在清园。
让自己的心在这里穿越和飞翔，

步入画卷，梦回千年。
自7月8日,清明上河园夜游项目

惊艳启动，截至8月20日,夜游已累计
接待4.31万人。

夜幕降临，空中俯瞰，夜色下的清
明上河园，灯，点亮了夜晚，配上不同
的色彩，或温馨，或炫酷；光，光影交
织，让人如梦似幻，给这个夏天添上一
段美美的回忆。

变脸的神秘、飞斧的惊险、软功的
精湛都让游客拍手叫绝，再加上大刀、
打碗、顶坛等民俗绝活，让游客感受到
清明上河园浓郁的民俗魅力。

另外,集声、光、水、景于一体的水
鼓表演和激情乐队特色舞蹈，景区内
的水枪大战和推铁环、打陀螺、抖空
竹、推独轮车、挑柴担等，都是夜游清
明上河园不可或缺的体验项目。

夜游清园票价 60 元/人或者购
100 元/人消费券还可享受免费入园
（18:00-22:00）。

《大宋·东京梦华》持续火爆

《大宋·东京梦华》8月份每周六演
出两场，满足了中高端旅游消费的需
要，推动了旅游供给侧改革。

清明上河园自1998年正式对外开
放以来，清明上河园始终坚持以“再现
千年历史画卷，建设国家精品景区”为
发展方针，通过宏大的规模、丰富的宋

文化内涵、独特的古代娱乐设施、新颖
的表演剧目、全新的休闲度假理念，始
终引领着中原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方
向，创造了旅游界令人称颂的“清明上
河园”现象，成为中国运营最为成功的
大型文化主题景区之一。

在获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清明
上河园先后斩获了中国旅游知名品牌、
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国家5A级旅游
景区、中国十大文化旅游景区、影响世界
的中国旅游文化知名品牌等诸多荣誉。

品鉴厚重魅力开封，必赏《大宋·
东京梦华》。

为了更好地满足游客需求，增加景
区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清明上河园景区
打造，由著名导演梅帅元精心策划的大
型水上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自公
演以来，较好的品质、梦幻的场景、较高
的口碑、节假日一票难求的火爆场景，现
已成为中国实景演艺的一支生力军。

为了解决节假日期间《大宋·东京
梦华》演出一票难求的问题，满足中高
端旅游消费的需要，《大宋·东京梦华》
8月份每周六演出两场，得到了游客的
一致好评。截至 8月 20日，《大宋·东
京梦华》接待人次同比增长25%。

现在，清明上河园正在做三期的项
目规划，用科技包装宋文化，用展馆的
形式、动漫的形式，来诠释宋文化。

19年来，清明上河园景区紧紧围
绕“一个战略、两个目标、三个愿景”，
始终坚持把景区打造成为不可复制的
稀缺旅游目的地为发展战略，把清明
上河园打造成为国家精品景区、把《大
宋·东京梦华》打造成为国家精品演艺
为发展目标；把清明上河园建设成为
古代的口传的非物质文化展演基地、
中国古代娱乐深度体验地、中部地区
两日游休闲目的地为发展愿景。

驾驭梦想，驰骋未来。清明上河
园一定会焕发出更大的勃勃生机，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

开封鼓楼夜市

美丽的清明上河园全景图美丽的清明上河园全景图

□本报记者 吕桓宇 朱天玉

（本版图片由开封市旅游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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