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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执行主任
祝善忠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将进一
步缩短郑州与世界的距离，推动郑

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同时，成
为国际性的人流和资源流聚集地，

“郑州这座城市，集交通、区位、历
史、文化等多重优势于一体，对全球
性 资 源 流 的 聚 集 作 用 会 更 加 明
显。”

祝善忠说，随着旅游业的全域
性发展，旅游产业不仅能为郑州带
来世界各地的游客，还将进一步加
强郑州与世界各国旅游城市在经
贸、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郑州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将具备更大发言权，

“国际范儿”也会越来越足。
对外展风采，对内调结构，在郑

州市常务副市长王跃华看来，旅游
业是高增长性的现代服务业，发展

“文化+旅游”，是郑州市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旅游业的未

来趋势是全域旅游，全域旅游具有
朝阳性、可持续性、低成本高回报、
带动就业强等多重优势，是目前世
界各国都在强力推动的新业态新模
式。郑州打造全域旅游，必将进一
步优化郑州市的产业布局，为郑州
经济发展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
新活力，为郑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提供新动能。”

“除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现代
旅游业的发展还将倒逼郑州市进一
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
务等软环境，这也正是郑州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的重要方面。”中国(河
南)创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喻新安说，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对
旅游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
背景下，郑州发展全域旅游，必须要

协同推进城市规划、基础设施、通信
保障、服务水平等再上一个台阶，而
此举也将推动整个城市的建设和管
理品质持续上升，为国家中心城市
建设助力。

“旅游产业对一个城市最重要
的贡献，或许是对城市居民观念的
提升。”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
为，在全球旅游产业大发展的利好
环境下，郑州市应紧抓机遇，以共
享、包容、开放的理念大力发展全域
旅游，“全域旅游的打造，在为郑州
带来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将通过各
国游客与城市居民在思想文化、生
活方式等方面的碰撞交流，为城市
居民打开国际视野，提升郑州这座
城市对新事物、新观念的包容度，从
而为城市创新注入活力。”②8

在5月28日举行的“一带一路”旅游城市市长峰会上，联
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安东尼奥、郑州市副市长谷保中、德国
法兰克福市副市长潘睿思、瑞士萨尔旺市市长佛洛莱恩·皮亚
森塔、湖南张家界市市长刘革安、高德集团副总裁田密等嘉宾
围绕旅游创新发表了精彩观点。

作为论坛东道主，郑州市副市长谷保中说，高新技术和现
代旅游业的融合，可以有效延长和增容旅游产业的价值链，科
技创新在旅游产品、旅游服务、旅游管理、旅游体验等方面无
处不在。比如，作为全球最大的3D实景现场演艺项目，禅宗
少林音乐大典融东方哲学、现代科技于一体，全球首创了空中
表演，自2007年运营以来，累计演出2800余场，接待中外游
客400多万人次。在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方面，郑州大力推进
智慧旅游建设，利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在重点旅游休闲区
推进部署数字化服务设施，建立全市旅游大数据库，推进旅游
智慧监管，大大提升了郑州旅游公共服务水平。

佛洛莱恩·皮亚森塔说，瑞士也非常重视数字化创新，每
年会把所有的城市旅游信息整合在同一个平台，把所有的东
西都数字化，确保游客可以相互比较，看清一个城市的特点是
什么。他认为，创新不仅是数字化的创新，还要推出有自己特
色的产品。他表示，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发展非常快，瑞士需
要赶上中国在技术应用方面的创新速度。

在创新旅游产品方面，张家界无疑是佼佼者。刘革安
说，我们将创新的理念融入旅游城市发展的全过程，提升了
城市的品质和影响力，也赢得了游客的喝彩。张家界的天
门山电梯是世界上垂直高度最高的观光电梯，张家界大峡
谷玻璃桥也是世界第一，这些产品背后都有科技支撑。

今年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上，科技创新被定位为旅游
“发展动力”，会议报告在阐述“科技创新”时提到，坚持走科
技创新发展之路，推动开发“华游”（即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
息系统）、“世游”（即全球旅游全息信息系统），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数据共享，真正让游客“一机在手，说走就走，说游
就游”，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信息整合，解决政府、
企业、游客的痛点，从而催生新的发展动力。②8

高德，大家了解的主要是其导航服务，但其实高德在大
数据方面也有积累，通过大数据在旅游行业做了很多创新。
今年3月，高德代表阿里巴巴集团和国家旅游局、河南省旅
游局一起共同打造了“指尖上的河南”，推出旅游扶贫地图。
我们把很多贫困地区的旅游景点信息录入高德地图，让超过
7亿的高德用户能非常方便地找到这些旅游景点。在河南
的试点已涵盖了所有的贫困县，目前共有2032个景点，这也
是高德地图用科技创新去照亮智慧旅游的尝试。

我们还和国家旅游局合作推出了全域旅游的信息管理
平台，覆盖了全国所有5A景区和超过70%的4A景区，我们
希望通过大数据给旅游赋能。在旅游生态中有三个方面是
最重要的，一个是游客，一个是景区，一个是城市，高
德大数据分别为这三个角色赋能。对于游客来说，我
们希望为其提供全方位的出行和出游服务，满足吃
住行、游娱购需求；对于景区来说，我们希望提供精
细化管理工具，做游客情景化的分析，给景区提供
参考；对于城市来说，所有的大数据都可以用到城
市管理中，比如为游客做出行路线、住宿、消费的规
划，高德希望把景区、游客和城市更好地连接起
来。③6 （本报记者 陈辉 整理）

过去几年旅游业发展得非常快，世界旅游组织预计，在
2030年之前会有18亿国际游客，这就意味着旅游业将给我
们带来很多好东西，但如果不能很好地管理旅游业的话，也
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地创新，否则
就没有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也不能让居民从旅游业中获益。

我们已经进入数字化时代，每天面临着很多新技术，改
变着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我们已成为数字化的游客，现
在游客都希望有定制化的旅游项目，数字化技术实际上能够
帮助我们实现定制化旅游。我们通过手机能够掌握各种旅
游信息，我们愿意共享一些经历，向所有的人传递这样的信
息——这次旅游是多么棒，这个城市是多么棒！游客愿意分
享整个旅程，这是因为我们实现了实时的互联互通。

随着数字化的进一步推进，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获取相关
的数据和信息，可以用更多的手段展示这个城市的风貌，把
所有的人通过一张网络联合起来共享信息，能够大大增加游
客的忠实度，或者是可以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进行数据分析，
看看人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到达这个地方之后又是怎么做
的，以及如何跟这些游客进行互动，让他们有最佳的体验。
所以，创新和技术进步是推动旅游业发展的主要力量。③6

（本报记者 陈辉 整理）

□本报记者 孙静

“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将是郑
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新着力
点。”5 月 28 日，在 2018 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现场，
郑州市副市长谷保中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

在谷保中看来，打造全域旅
游是全球旅游产业的发展方向，

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样，均要
求一个城市各领域齐头并进、共
同发力。“可以说，无论是国家中
心城市建设还是全域旅游发展，
都需要郑州为越来越多的外来者
提供更多资源和更高品质服务，
二者需求、方向是一致的。”

郑 州 在 推 进 全 域 旅 游 发 展
方面将如何进一步发力？谷保
中 介 绍 说 ，郑 州 将 从 三 个 方 面

“下大力气”。一是进一步加强
旅游品牌和文化品牌的塑造、营
销，把郑州更多的文化遗产呈献
给世人；二是加大宣传力度，尤
其是利用新技术、新手段，让郑
州的旅游资源直观立体呈现出
来；三是练好内功，提升整个城
市尤其是旅游景区的公共服务
能力，让每一位游客在郑州都能
待得舒服、满意。③6

从三个方面推进全域旅游
——访郑州市副市长谷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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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5 月 28 日，在 2018 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上，东道主郑州“国家中心城

市”的身份成为嘉宾们关注的

焦点，旅游业在郑州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过程中将发挥哪些积

极作用？记者就此采访了多位

嘉宾。

高德集团副总裁田密：

用大数据赋能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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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会有 18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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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亿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专家安东尼奥:

用创新服务数字化游客

5月28日，在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城市风采秀现场，演员向嘉宾们展示“天地之中、功夫郑州”的无穷魅力。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陈辉

迪士尼乐园长盛不衰，缘于其对科技投

入的重视；洛阳龙门石窟插上互联网的翅膀

后，各种智能化、个性化服务设施，使游客的

旅游体验越来越好……科技正在为旅游业

创新发展赋予新的可能。

河南“非遗”艺术
的魅力激发了外宾的
好奇心。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本报记者 孙静

“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目标之
一，就是不断提升城市的聚集感，
让更多人愿意到这座城市工作、生

活、寻找机会，而
发展旅游业，是增

强这种聚集感
的 重 要 途

径。”5 月

28日，在 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
游城市市长论坛现场，中科院旅游
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齐晓
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齐晓波认为，随着旅游的国际
化进程不断加快，优质的旅游城市
将吸引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而每一位游客都将成为目的
地城市的文化大使，将其历史、文
化、风俗等传播给更多人，以此带
来更大范围人流、资金流的聚集。

郑州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
程中，如何从旅游产业的角度进一

步提升城市的
聚集感？齐晓

波给出了三个关键词：温度、休闲、
体系。

“通过城市公共设施和管理
水平的不断提升、历史文化的创
新呈现，不断增强郑州的温度、个
性和对游客的亲近感；通过城市
大空间的合理布局和小空间的匠
心打造，为游客呈现更多休闲的
选择；通过旅游与交通、商业、文
化、科技等领域的相融相加，促进
郑州全域旅游的体系感。一个有
温度、有休闲、有体系的郑州，会
吸引更多游客，成为外来者向往
的生活城、创业城。”齐晓波进一
步阐述道。③6

旅游业将增强郑州的聚集感
——访中科院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齐晓波

每一位游客都将成
为目的地城市的文
化大使，将其历史、
文化、风俗等传播
给更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