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04│特刊 2018年5月30日 星期三
组版编辑 刘晓阳 马涛 沈剑奇 美编 单莉伟

20182018中国中国（（郑州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International MayorInternational Mayor’’s Forum on Tourism-Zhengzhou,Chinas Forum on Tourism-Zhengzhou,China 20182018

□本报记者 逯彦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永远把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从消费面和需求侧来看，旅游已经成

为人民美好生活的重要选项。

我省旅游业为满足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调结构、促转型，结出了累

累果实。5月29日，记者从2018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获

悉，我省有38个重点旅游项目与省外

大型投资商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

1152.9 亿元。有 20个金融机构对我

省多家旅游企业注入资金活水，贷款

总金额206.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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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旅游是一种异地化的生活体
验，如何将城市的文明更好地分享
给游客呢？”5月 29日，在 2018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
中国银联董事长葛华勇用便利、品
质、温度三个关键词来回答这个问
题。

在葛华勇看来，“便利”是物质
层面的要求，也是游客对旅游目的
地最基本的要求。这要求城市为游
客提供丰富、便捷、高效的住宿、餐
饮、出行、观光、购物选择，让游客轻
松融入这座城市。“奥地利维也纳堪
称便利的典范，有四通八达的地铁
网络，五条线路均匀覆盖城内主要
区域及各大景点，到访的游客可以
轻松畅游。”葛华勇说。而“品质”是
精神层面的要求，是指每个城市都
要有其独特的气质。历史积淀、人
文情怀、自然风光相互交织，这也是
城市旅游的魅力所在。“温度”是心
理层面的要求。比如热情的市民对
远方来客善意的微笑、市民有人情
味儿的日常生活，都能让陌生的游
客感受到一个城市的“温度”。

葛华勇说：“郑州拥有米字形高
铁网络，有朴实热情的市民，随着城
市基础设施的提升，一定会有更多
游客爱上这座城市。”

在推动城市更“便利”方面，中
国银联一直在努力，并让全球游客
有了深刻体验。截至2017年年末，
银联境外发卡累计超过9300万张，
银联卡全球受理网络已延伸到 168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近5000万
家商户和近 260万台 ATM 机。据
统计，中国游客境外刷卡消费有近
75%发生在银联网络。银联卡也已
成为境外人士在中国境内的重要支
付方式。②8

一批批旅游项目纷纷落地

北京复华旅游文化公司与登封市政府投资开发
复华登封国际度假区，北京荣创集团与漯河市白鹭
岛生态旅游公司投资开发白鹭岛旅游度假区，北京
盛海商务服务有限公司与重渡沟风景区投资开发重
渡沟国家旅游度假区。这3个旅游度假区项目的推
进实施，必将引领我省旅游产品由观光游览向休闲
度假转型。

汝州温泉水镇项目、周口市奥特莱斯文旅小镇
项目、贾湖遗址乡村田园项目、正阳县花生全产业农
旅项目、鹿邑县老子养生特色小镇项目，这些项目对
我省旅游业态结构的优化和调整有重要作用。

巩义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园项目、信阳南湾开元
文化旅游综合项目、黄河小浪底国际百戏岛旅游项
目、安阳市殷商文化小镇项目、许昌市襄城县明清古
街旅游项目，这些文化旅游类项目的推进实施，将成
为我省文化旅游发展的新亮点。

遂平县三河五园两址文旅项目、漯河市沙澧河
景区大二期项目、鄢陵县全域旅游田园综合体项目、
濮阳中乐六星酒店项目、博爱县全域旅游PPP项目，
这些项目将对我省从景点旅游走向全域旅游提供示
范引领作用。

一批批旅游项目的落地与推进，让我省在文化
旅游、全域旅游等领域迈开大步。

一股股金融活水流进来

重点旅游项目的纷纷落地，让我省旅游业成为
产业发展的高地，也成为资金流入的热土。记者从
论坛上获悉，为促进金融与旅游的深度融合，在大会
的协助下，当天有20个金融机构与旅游企业达成合
作贷款协议，贷款总金额206.1亿元。

工商银行与旅游企业签订26亿元的贷款协议，
中国银行与旅游企业签订90亿元贷款协议，中旅银
行与旅游企业签订 9亿元的贷款协议，中信银行与
旅游企业签订17亿元的贷款协议。国家开发银行、
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中原银行和兴业银
行等多家金融机构也表示要为我省旅游业快速发展
注入金融活水。

省旅游局副局长李延庆说，近年来，河南旅游投
资始终保持20%左右的增速。恒大、万达、华夏幸福
等区域运营商纷纷布局河南旅游产业，方特、宋城、港
中旅等旅游投资商相继抢滩中原大地。如今“磁石效
应”日益凸显，一个个火热的项目集聚发展，推动河南
旅游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综合实力持续
增强。我省旅游产业在转型升级发
展的同时不忘责任与担当，在本次
签约的 38个旅游项目中有 5个
扶贫项目，签约金额 69.5亿
元；100个旅游招商项目中
有 13个扶贫项目，计划招
商金额302.66亿元。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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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中国的移动支付确实非常发
达，这方面意大利与中国的差距还不
小，我们一直在推动移动支付的普
及，期待能给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旅
游体验。”5月 29日，在 2018中国（郑
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意大
利那不勒斯市议会主席卡武提尼·马
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

第一次来到中国的卡武提尼·马
可用了三个“没想到”形容中国之旅
给他带来的惊喜。“没想到河南有这
么悠久的历史，没想到郑州是这么有
活力的城市，没想到河南人民这么热
情友好。”卡武提尼·马可说，这次来

河南行程虽然紧张短暂，但是收获却
是满满的。通过这次大会，那不勒斯
市与河南济源市签署了合作意向书，
预计在今年 11月，两个城市将在那
不勒斯联合举办世界养生文化节。
卡武提尼·马可说：“几年前，那不勒
斯与郑州结为友好城市，如今又与济

源达成合作意向，我今后将做好桥
梁，推动意大利人民与中国人民更好
地了解彼此。”在卡武提尼·马可看
来，那不勒斯与济源同样属于旅游、
养生胜地，未来可以在文化、养生方
面展开广泛的合作。

卡武提尼·马可不忘借机向河南
人民推介他所在的城市。他说，那不
勒斯虽然不如罗马、米兰的名气大，
但是它紧邻地中海，背靠维苏威火
山，有着非常迷人的自然风光，还有
意大利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海鲜美
食天下无双。他表示，那不勒斯市政
府一直在努力打造平价消费，推动移
动支付，努力给中国游客营造一个消
费实惠又支付方便的旅游环境。②8

来河南有三个“没想到”
——访意大利那不勒斯市议会主席卡武提尼·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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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9日，“旅游新业态”分论坛暨河南省旅游投融资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会展中心举办。现场嘉宾就旅游跨产业融合，消费驱动与区域合作，助力城市旅
游创新与发展等方面展开互动交流。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在 2018 中国
（郑州）国际旅游城
市市长论坛举办期
间，志愿者为各国
嘉宾做好服务，展
示河南风采。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现场嘉宾用镜头留下难忘瞬
间。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我们要打造河洛文化
和豫商文化两大文化
支柱产业，并打造若干
个特色小镇，弘扬新时
代的豫商精神。”

□本报记者 栾姗

5 月 29 日，“旅游新业态”分论
坛暨河南省旅游投融资项目签约仪
式上，大唐西市集团执行总裁李中
航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决定斥
资 180亿元在巩义康百万片区建设
大唐西市丝绸之路文化商旅园区，
让游客更好地沉浸式体验豫商精
神。”

大唐西市是国内唯一在原址上
再建的以盛唐文化、丝路文化为主
题的国际商旅文化产业项目。李中
航说：“如果说大唐西市西安项目是
我们做在丝绸之路文化产业项目的

源头，那么巩义康百万片区文化商
旅园区就是非常重要的节点，在这
里我们要打造河洛文化和豫商文化

两大文化支柱产业，并打造若干个
特 色 小 镇 ，弘 扬 新 时 代 的 豫 商 精
神。”

谈及为何选择巩义，李中航坦言
是巩义的营商环境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他说，刚来巩义的时候，无论
是咨询问题，还是公司注册，政府部
门办事人员接待时不仅回答问题细
致，更重要的是还提示他们要注意的
相关问题，避免跑冤枉路。

据了解，巩义康百万片区文化商
旅园区建成后，将加快巩义市文化旅
游产业转型升级。“我们要将这个项
目做成今日的经典、明日的遗产。”李
中航信心满满地说。③6

让游客更好地体验豫商精神
——访大唐西市集团执行总裁李中航

“花生小镇”也是亲子乐园
——访新地集团董事长李广海

□本报记者 栾姗

5月 29日，“旅游新业
态”分论坛暨河南省旅游
投融资项目签约仪式上，
新地集团董事长李广海接
受记者专访时说，“我们要
在正阳县按照生产、生活、
生态三产融合的思路建设

‘花生小镇’。是‘花生小
镇’，更是亲子乐园。”

李广海说：“正阳花生
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1%，年产业效益仅占世界
花生产业效益的0.45%，产

量和效益不成正比，说明正阳是花生
大县，但还不是花生强县。我们提出
三产融合的发展思路，就是说‘花生小
镇’里面有花生种植基地，这是农业，
是产业融合的基础；有花生冷榨油生
产线、花生蛋白功能性饮料生产线等

休闲食品生产线，这是工业，是产业融
合的核心；还有景观化设计，用于满足
人们的休闲旅游需要，这是服务业，是
产业融合的方向。一产、二产、三产结
合起来，形成生产型、生活型、生态型
融合，这就是我们要斥资 100亿元打
造的‘花生小镇’。”

“花生小镇”如何变成亲子乐园
呢？李广海说：“就像美国、日本的许
多工厂，生产车间是开放式的，目的就
是让公众知道花生是如何种植出来
的，如何压榨成食用油的，孩子们在这
里参观游览，就可以看到农业品从田
间到工厂再到餐桌的全过程。有体
验，才会对生活心怀感激。”③6

我们要在正阳县按照生
产、生活、生态三产融合的
思路建设‘花生小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