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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1日，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
工作会议上，省长陈润儿的重要讲话
给旅游行业以鼓励与思考。会后，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立即组织学习
会议内容，并结合自身特点，加快旅
游转型升级的步伐。

2017年是《禅宗少林·音乐大典》
正式运营的第11个年头，该公司总经
理韩刚说，公司一方面对演出进行了
全方位的升级改造，另一方面在营销

政策上进行了新的尝试。该演出与少
林寺正式达成“白天游少林寺、晚上观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的联票政策，
取得可喜成绩。与老君山、鸡冠洞及
重渡沟三大省内知名山水景区跨界合
作，共同举办“白天纵享完美山水画
卷，晚上迎风看水听禅赏武”的利民活
动，形成区域联盟，共享旅游资源。

随着《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品牌
影响力的提升，登封留宿率也逐年上

升。《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演出21：00
左右结束，不愿奔波的游客会在登封
住宿，尝尝登封美食，次日登登嵩山，
逛逛嵩阳书院或者中岳庙，充分领略
登封释儒道三教文化。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还充分利
用禅文化，深度挖掘禅文化。深耕细
作多种禅修项目，继续衍生品的开
发，力争将河南的禅文化打造成中国
禅、世界禅。

全域共建 百舸争流 砥砺奋进

河南旅游业迎来蓬勃发展的春天
振奋人心！恰逢其时！河南旅游业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8月31日，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与会者纷纷表示

备受鼓舞，对今后我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充满了信心。

本次大会，河南省委、省政府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根据新时期旅游业发

展的新趋势、新阶段作出战略部署，对于河南旅游业转型发展具有里程碑意

义。大会对全省旅游工作转型提质、跨越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出了具

体的目标、给出了破题的良方。下一步，深入贯彻落实此次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会议精神，抓落实、出成效，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近期部署的重点工作。

全域共建、全民共享，支持旅游业发展的良好氛围已经形成。

以时代为己任，以责任为担当。我省旅游业阔步发展的步伐清晰而坚定！

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
是引领今后一个时期全省旅游业转型
发展的重要会议。全省旅游业转型升
级工作会议刚刚结束，郑州市就及时
召开了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会议。

9月2日，郑州市市长程志明在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工作会议上，传
达了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精
神，要求全市发挥郑州旅游特色和优
势，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步伐。9
月 4日，郑州市旅游局召开党组学习
（扩大）会议，专题学习贯彻全省旅游
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精神，狠抓落实，
坚决打好转型发展攻坚战。

郑州要强化工作举措确保转型发
展。一是创新旅游发展空间。结合国
家中心城市建设，突出规划引领作用，
编制“多规合一”的全域旅游发展规
划。二是创新旅游产品开发。做强少
林、黄帝、黄河等龙头旅游产品，提升
品牌号召力。三是创新旅游市场营
销。精心打造郑州特色鲜明的目的地
形象，强化“有功夫，来郑州”的市场效
果。四是提升旅游发展国际化水平。
加强与国内外知名航空公司合作，着
力提高中欧（郑州）班列品牌效应。五
是创新旅游服务体系。完善住宿、餐
饮、购物、文化等服务配套，提升旅游

承载力。六是提升旅游发展智慧化水
平。积极申报设立国家旅游数据中心
郑州分中心，尽快形成全市旅游经济
数据运行统计体系。

接下来，郑州要积极发挥引领示
范带动作用,依托郑州枢纽优势，发
挥辐射带动作用，完善综合服务功
能。还要发挥郑州市在“1+4”郑州
都市区建设和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的
群龙头带动作用，率先在全省建成国
际旅游文化名城。同时做好郑汴洛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积极
推动全域旅游发展，促进旅游业转型
升级、提质增效。

开封清明上河园，坐落在古都开
封美丽的龙亭湖畔，开园至今，已经
走过了 19个春秋，在园区发展过程
中，不断对自身产品进行转型升级。

“近几年，为了更好地响应开封
市实施‘文化+’的战略，清明上河园
以开封市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为
契机，以‘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和创新
发展’为指导思想，在践行‘文化+旅
游’的同时，积极探索‘文化+餐饮’

‘文化+购物’‘文化+住宿’的发展新
模式。”8月 31日下午，开封清明上河

园副总经理李琦说。
2017年，清明上河园在经营业态

上进行了重大革新。从 7月 8日起，
正式推出了“夜游清明上河园”旅游
产品，将北宋东京汴梁城不夜天的文
化元素表现出来；将北宋京都人幸福
生活的场景再现出来，受到游客的热
捧。“夜游清明上河园”产品，让游客
得到了无时差、全宋文化的体验，助
推了清明上河园旅游的转型提升。

2017年上半年，清明上河园游客
接待量19年来首次突破150万人次，

达到 151.95 万人次，比 2016 年同期
增长 10.44%；经营收入 14482.8 万
元，比2016年同期增长16.71%。

为了实现转型升级的更大跨越，
清明上河园在一、二期建设内容基础
上，积极建设三期高科技互动体验园
项目和南区民宿聚落区项目，完善园
区的文旅全产业链条，打造全天候的
旅游产品。三期项目是清明上河园
顺应旅游供给侧改革需要，实现转型
提升的重要抓手，将带给游客更深、
更广、更美的文化体验。

“近年来，洛阳市以五大发展理
念为引领，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决
策部署，围绕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的新定位，把旅游业作为现代产业体
系的主导产业，加快从‘景点旅游’向

‘全域旅游’的转型升级。”8月 31日，
洛阳市常务副市长吴孟铎在全省旅
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信
心满满。

2016年，洛阳市接待游客1.14亿
人次，旅游总收入突破900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9.5%和16%；洛阳先后入选

中国旅游城市国际影响力20强、全国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市、全国旅
游标准化示范城市、国家智慧旅游试
点城市；栾川县、嵩县、孟津县、洛龙区
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主要做法是：一是坚持科学规划，创新
机制体制，推动旅游发展全域统筹。
突出规划先行，完善推进机制，深化改
革创新；二是树立精品意识，放大特色
优势，推动旅游品牌全域打造。擦亮
历史文化品牌，叫响自然山水品牌，提
升知名节会品牌；三是完善营销体系，

加强宣传造势，推动旅游形象全域提
升。提高精准度，搭建大平台，用好全
媒体；四是增强承载功能，提高服务品
质，推动旅游环境全域优化；五是丰富
业态产品，增加有效供给，推动旅游产
业全域融合。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这
次大会精神，树立全域旅游发展理念，
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
建设‘洛阳特色彰显、华夏气派突出、
具有国际水准’的国际文化旅游名
城。”吴孟铎表示。

8月 31日，开封市常务副市长秦
保强在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
的分组讨论上，对开封的旅游发展充
满了信心。“这次全省旅游产业大会的
召开，非常重要，召开的时机也非常
好。会议分析了当前全省旅游的发展
形势，明确了下一步旅游转型升级的
思路，抓住了当前旅游发展的主题，规
划了旅游以后发展的路径。”秦保强
说。

秦保强说，开封文化氛围浓厚，旅
游产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也形成了
若干的平台，但开封还有很大的差距，
开封要在旅游发展的广度上拓展，市
里提出了“文化+”，这就是说，以文化

为纽带，融合其他产业发展。当然，文
化表现有多种形态，互相依存、互相支
撑，我们有信心在全域旅游做出新的
文章。

开封要强化全域旅游纽带作用，
把各个元素紧密联系起来。游客在开
封从过去停留半天、一天，到现在停留
两天、三天，已成为常态化。开封旅游
要向深度上发展，所以转型升级很有
必要。历史上开封旅游就是一个门票
经济，对新的业态注入不够，只有面向
市场，才能获得大的发展。比如，开封
的清明上河园景区、开封府景区，面向
市场，大踏步往前走。

开封的节会成为开封旅游的一大

亮点，节会既有展示城市形象功能，又
有招商功能，更重要的是旅游功能，开
封最著名的节会就是每年一届的开封
菊花文化节。最近几年，开封又推出
了年文化节，在年文化节上，上元灯会
成为一大亮点，在整个春节期间，人流
量非常大。

下一步，开封旅游将做足水的文
章，来带动旅游，“水+旅游”“旅游+
水”，拉长开封旅游产业链条，延长游
客到开封停留的时间，今年游客有望
突破6000万人次。

总之，开封旅游要在广度、深度和
长度上，进一步做文章，真正实现旅游
的转型升级。

“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
站位高、方向明、思路清，重点突出，
我听了以后，很受鼓舞，我们将结合
新县的旅游实际，全力做好全县旅游
业转型升级工作。”8月 31日，新县县
长夏明夫对记者表示。

新县位于大别山腹地，豫、鄂两
省接合部，这里既是革命老区、扶贫
开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也是国家主
体生态功能区，旅游文化资源富集

区。近几年新县把旅游产业作为引
领转型升级的“火车头”，瞄准绿色
化、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标准化
方向，努力探索全域旅游新县实践的
路子，在具体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
个方面：一是抓统筹，将旅游发展融
入所有政策。站在大环境、大旅游、
大产业的角度，把旅游摆在突出位
置、融入全县工作，以旅游的眼光谋
划县域发展。二是抓转型，以全域理

念引领产业升级。立足资源禀赋，推
动红色文化游、绿色生态游、古色乡
村游多彩融合。三是抓融合，用产业
升级助推全域发展。充分发挥旅游
的拉动力、融合力，以大健康产业示
范区建设为抓手，推动“旅游+农业”，
打响大别山红色土地绿色产品公共
品牌；做活“旅游+教育培训”，发挥大
别山红色教育旅游区域品牌；探索

“旅游+体育”，实现多业态融合发展。

“在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
议上，省长陈润儿强调，要把旅游业转
型升级作为培育区域经济发展新优势
的重要抓手，要把握发展重点，通过全
域谋划、因地制宜、丰富要素，发展全
域旅游。该主题报告立意高远、为济
源未来的工作指明了方向。”8月 31
日，济源市市长张宇松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对济源旅游业的转型发展，充满
了信心。

张宇松表示，近年来，作为以“五
小工业”起步的重工业城市，济源亟待
突破瓶颈、转型发展。济源市是首批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占
得天独厚资源优势，得城乡一体化发
展沃土，借愚公移山精神之力，济源发
展全域旅游，可为、敢为、有为。

谈到全域旅游下一步工作，张宇
松说，济源将全力推进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工作，对照《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导则》，抓重点、补短板，加
快推进旅游大数据中心建设、旅游厕
所提升、旅游咨询服务体系完善等协
调服务好王屋山福源小镇一期、王屋
山愚公移山红色教育基地、小浪底北
岸旅游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

张宇松介绍，济源还要筹备建立
济源市旅游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形成全域旅游的常态化工作机制；要
提前谋划未来三年的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工作，围绕如何优化产品结构，为王
屋山 5A级景区创建、小浪底北岸国
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提供服务指导，
围绕如何提高旅游脱贫贡献率，开展
乡村旅游升级行动；围绕“五化”发展
方向，以创建省级旅游标准化示范市
为目标和载体，促进旅游产业向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标准化发
展。

“在此次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
作会议上，省长陈润儿、国家旅游局副
局长李世宏分别对旅游产业进行了深
入阐述、细致讲解、总体部署，部分地
市作了典型发言。我听过之后，深受
触动、深受启发，备受鼓舞。特别是陈
省长和李局长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提
振了我们做优、做强旅游产业的精气
神，进一步坚定了加快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的信心，进一步明确了永城旅游
业的发展航向。”8月 31日下午，全省
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刚刚结束，
永城市市长李中华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对永城旅游业的转型发展，充满了

坚定的信心。
李中华说，永城位于河南省最东

部，素有“中原门户，豫东明珠”之美
称，发展现代旅游业具有得天独厚的
优势。一是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永
城是汉文化的起源地和发祥地，汉高
祖刘邦在芒砀山斩蛇起义，建立大汉
王朝400年江山。二是景观独特、风
景秀丽。芒砀山层峦叠嶂、小家碧玉；
日月湖波光潋滟、美不胜收；陈官庄红
色胜地、薪火相传。三是区位优越、交
通便利。郑徐高铁、连霍高速、济祁高
速在此设站，出行便捷。

李中华表示，永城市对旅游产业转

型升级，谋划早、起步早、实施早。下一
步，就是要深入贯彻落实此次旅游产业
转型升级会议精神，调整、完善永城旅
游产业发展思路、工作目标和具体措
施，力争率先在全省完成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加快推动永城旅游产业做大做
强、做出品牌、做出精品。

具体措施：一是进一步提升站位，
把旅游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重点来抓；二是进一步完善保障
措施；三是以点带面，抓好芒砀山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四是围绕供给侧服务
改革，加大旅游新产品开发建设，增加
游乐性、体验性新产品。

“要把握大势，凝聚旅游业转型
发展的广泛共识。”在刚刚召开的全
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会议上，新乡
南太行旅游集团旅游转型发展的步
履更加铿锵有力。

谈到下一步的工作思路，该公司
总经理王红昌说，公司大力发展休闲
度假产品，充分发挥资源整合优势，
大力推出“全景南太行”旅游产品，实
现“万仙山+八里沟+天界山”三日游，

“万仙山+八里沟”“八里沟+天界山”
等经典两日休闲度假游产品。

新乡南太行以创建八里沟5A级
景区为牵引，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和基础设施提升改造，持续加大索
道、玻璃廊桥、观光电梯等重点建设
项目推进力度。

坚持多措并举，扩大旅游投资规
模。作为2017年河南省旅游投资突
出贡献单位，新乡南太行旅游集团投

入数亿元新建了八里沟旅游服务中
心、万仙山旅游服务中心，整修关山
国家地质公园博物馆以及各景区星
级旅游厕所、标识牌等旅游基础服务
设施，加大智慧景区建设力度，持续
提升景区硬件设施和服务水平。

全面推进智慧景区建设，全力打
造“新乡南太行”知名旅游品牌，力争
把新乡南太行打造成国内一流的知
名品牌和山水旅游目的地。

“此次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
会议的召开，吹响了旅游大发展的新
号角，更为栾川旅游发展指明了新方
向。”栾川县县长王明朗信心十足。

据悉，去年以来，栾川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
发展理念，以旅游业改革创新先行区
创建为抓手，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
优势，推动栾川旅游不断取得新跨越。

栾川县坚持创新为魂，开创旅游
改革新篇章；坚持规划为纲，构建全
域旅游新格局；坚持项目为基，丰富
全景栾川新内涵；坚持融合为要，拓
宽全域发展新路子；坚持服务为本，
打造旅游服务精品县。

下一步，栾川将围绕旅游转型重
点，突出抓好五大提升工程，以建设
伏牛山生态旅游度假圈核心区为总

体目标，以创建“国家级旅游业改革
创新先行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载体，持续推进“旅游富县”战略，
大力实施栾川旅游再出发“118”工
程，力争到2020年年底，实现旅游人
次超千万、游客人均消费超千元、旅
游综合收入超百亿的“三超”目标，让
栾川旅游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更加
出彩。

■郑州：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助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开封：做足“文化+” 打好转型牌

■洛阳：以五大发展理念建设国际文化旅游名城

■永城：抓好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中原旅游新名片

■济源：借愚公移山之力 助全域旅游发展

■新县:发展全域旅游 造福老区人民

■栾川：厚植发展优势 推进旅游富县

■新乡南太行:资源整合 全力打造山水旅游目的地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深耕禅项目 深挖禅文化

■清明上河园：全天候、高科技两大引擎助力产业转型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张莉娜 吕桓宇 于正华

“孟津要以科学的规划引领全域
旅游发展、以坚实的项目支撑全域旅
游发展、以丰富的产品推动全域旅游
发展、以完善的配套服务促进全域旅
游发展。”作为国家第二批全域旅游
示范区创建单位，谈及如何发展全域
旅游，孟津县县长宗国明胸有成竹。

“旅游业是最具潜力的朝阳产
业，发挥好旅游‘兴一业旺百业’的作

用 ，可 以 培 育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新 优
势”。省长陈润儿在全省旅游业转型
发展工作会议上这样强调，孟津县也
是这样做的。宗国明表示，孟津县旅
游工作紧紧围绕“一个目标、三个定
位、六大战略”总体思路和“9+2”工作
布局，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为抓手，抓整合谋招商，抓项目强基
础，抓营销提效益，抓服务塑品牌，全

域旅游呈现出健康稳步发展势头。
今年上半年，全县共接待游客723.58
万人次，综合收益 7.14亿元，同比增
长25.8％和9.85%，再创历史新高。

宗国明说，孟津将乘着全省旅游
大发展的东风，奋力开启“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的新征程，推动孟津旅
游产业实现大提升、大突破，推动全域
旅游之花在孟津大地上绚丽绽放。

■孟津：开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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