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中原文化、楚文化、
江淮文化的结合点，也可
以说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
化的交融处，这是我们独
有的文化优势。”

□本报记者 栾姗

5月 29日，“旅游新业态”分论
坛暨河南省投融资优先旅游项目
签约仪式上，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张辉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旅游进入了
一个新时代，会给我们现有的旅游
结构、旅游产业和旅游模式，带来
颠覆性变化。”

张辉分析说：“在‘旅游新时
代’里，颠覆性的变化有四个关键
词，即大数据、高铁、老龄化、共享
经济。首先是大数据，未来垄断中
国旅游业务的中间商可能就是携
程、去哪儿、途牛，甚至包括支付宝

等网银公司，他们掌握了中国游客
需求的数据。其次是高铁，高铁网
络改变了中国旅游城市的空间结
构，谁是旅游目的地城市，谁就能

留下客源。再次是老龄化，‘候鸟
旅游’的现象在三亚、广州等城市
大量出现。最后是共享经济，未来
会出现共享农庄、共享住宅等新型
旅游方式，势必会改变我们现有的
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企业扩张模
式。”

张辉认为，“旅游新时代”到
来以后，中国旅游最大的变化可
能是旅游商业模式的革命，由工
业化推动城市发展转变为旅游化
推动城市发展，可能越来越多的
产业开始借助于旅游消费这个平
台来提升附加值，特别是会对城
市新经济的形成起到重要推动作
用。③6

“旅游新时代”扑面而来
——访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张辉

中国旅游进入了一个
新时代，会给我们现
有的旅游结构、旅游
产业和旅游模式，带
来颠覆性变化。”

据预测，2018年全球旅游业增速将继续高于全
球经济增速，全球旅游总收入增长率有望达到
6.7%。而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对国内 10个入境旅
游典型城市的调研结果，受访入境游客中大多数是
首次来中国。

河南旅游规划研究院院长龚绍方说：“这些都
表明，河南入境游的市场潜力还是很大的。”他表
示，吸引更多外国游客来河南仍是我省旅游工作的
重要关注点之一。因此，要加强对外宣传、推广，让
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河南，想要来河南。

法国图卢兹市副市长西尔维·鲁永·维得格建
议，河南旅游部门和协会可以联合国际媒体，举办
一些“2018最值得外国人去的河南旅游目的地”品
牌联合推广活动，以“讲好河南故事、展示中原魅
力、吸引世界游客”为主题，对郑州、开封、洛阳等传
统旅游目的地之外的城市，给予更多关注，向外国
游客介绍更多“养在深闺”的旅游目的地。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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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旅游新业态”分论坛暨河南省投融资优选旅游项目签约仪式在郑州会展中心举行。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独特区位文化
是信阳的优势
——访信阳市委常委、常务
副市长王新会

□本报记者 栾姗

旅游，在人们印象中原本只是

“玩一玩”的“小事”，现如今，已成为

关乎幸福的“大事”，越来越多地被

写进国际城市的发展文本。

5月 29日，“旅游新业态”分论

坛暨河南省投融资优先旅游项目签

约仪式上，与会嘉宾一致认为，

2018年在中国消费升级的带动下，

走进新时代的河南旅游将展现出新

的风貌，出现更多新业态，成为撬动

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科技为旅游“开路”
5月29日，国际旅游城市展示区吸引现

场观众驻足欣赏。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访谈

早起与房东共进早餐，聊聊家常，饭后像当地
人一样，在社区公园里散步，去当地人爱去的街巷
闲逛。这样的旅游方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也
因此造就了一批共享住宿平台。

“民宿从某种角度来说，已成为各地旅游经济
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携程联合创始人、副董事长
范敏说，“杭州、厦门的民宿发展非常迅猛。像河南
这样大的旅游体量，未来民宿一定会围绕郑州这样
的枢纽核心城市率先发展起来。”

海南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说：“未来，如同网约
车、共享单车这两种共享经济的发展道路一样，包
括客栈民宿、旅游公寓在内的短租行业也会有更明
确的管理规范、更细致的行业标准。”

《2018旅游发展趋势》指出，由于人工智能和数
字科技的进步，游客更能充分掌握旅游资讯，越来
越多的游客在安排住宿前，会通过科技手段了解目
的地及住宿环境，未来超过80%的游客则希望能通
过VR体验后，再做决定。

此前，焦作云台山已宣布要与VR联姻，并制作
了过山车体验红石峡的VR。这种“沉浸式”互动体
验新技术，在旅游业中的应用前景相当广泛。众信
国旅副总裁王春峰指出：“ＶR进入景区才刚刚开
始，有着美好的应用前景，未来需要不断贴近市场，
满足游客需求。”

中科院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副主任齐晓
波说：“预计 2020年人工智能将推动全球旅游业收
入超过 470亿美元。‘知道客户在哪儿、客户将去哪
儿、客户有何种行为’的携程、去哪儿、途牛等旅游
企业将能够分到很大的一块蛋糕。”

□本报记者 樊霞

“我认为信阳特殊的区位文化很有特
色。”5月29日，在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
游城市市长论坛上，信阳市委常委、常务副
市长王新会说。

“从传统的经济数据来考量，信阳在河
南属欠发达地区，但是换个角度看，信阳近
年来新经济发展指标在全省位于前列。所
以信阳的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于新的经济
态势，这也是我们在发展中探索出来的道
路。”王新会举例说，在乡村旅游开发方面，建
设美丽乡村让信阳可以充分发挥资源优势。

首先，信阳是多元文化的结合点。“这里
是中原文化、楚文化、江淮文化的结合点，也
可以说是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融处，这
是我们独有的文化优势。”王新会说。

其次，信阳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优
势。信阳处于中国五个重要分界线上——
南方与北方的地理分界、亚热带和暖温带
的气候分界、长江与淮河的流域分界、桐柏
山与大别山的山脉分界以及河南、湖北和
安徽的三省交界。“信阳的地理位置决定了
这个地区兼具南北方的气质，既有北方的
粗犷，又有南方的温婉。”王新会自豪地说。

再次，信阳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未
来，高铁在信阳可以形成两个十字交叉，信
阳是河南为数不多的既有高铁、又有机场
还有河运港的城市，交通非常便利。

“在这些要素叠加的基础上，通过在经
济发展新常态下探索新的路径，包括探索
旅游发展新模式，相信信阳能够后来者居
上。”王新会说。③6

未来超过 80%
的游客则希望能
通 过 VR 体 验
后，再做决定

80%

预计 2020 年人
工智能将推动全
球旅游业收入超
过470亿美元

470
亿

外国嘉宾
拿起手机，记录
下展会上的精
彩瞬间。⑨3
本报记者
董亮 摄

共享旅游势不可挡

更多外国游客走进河南

□本报记者 逯彦萃

5 月 28 日，在中国（郑州）国
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上，乌鲁木
齐市副市长李伟在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希望通过本次大会推介
乌鲁木齐，推介新疆，吸引更多热
情的中原人民走进新疆，观赏新
疆的边塞风景，体验西部少数民
族的好客热情。

“我们的达坂城区是唐朝时期
的交通要道，我们的水莫沟区就是
清朝左宗棠一战收复失地的地方，
我们的米东区被称之为塞上江南，
水稻天下闻名……”李伟说起乌鲁
木齐的旅游资源如数家珍。在他

看来，郑州和乌鲁木齐有很多相似
之处。郑州有祖国名山中岳嵩山，
有母亲河黄河，有禅宗少林、龙门
石窟，文化资源丰富厚重；乌鲁木
齐紧邻天山，域内有冰川、草原、沙
漠、海子等各类自然风貌，自然资

源丰富多彩。李伟期待“丝绸之
路”经济带上的两个重要节点城
市，能够加强联动，实现优质资源
互补。他说，5 年前，乌鲁木齐市
政府就开始在郑州开展定期推介，
并发起“万人游新疆”活动，带动了
大量的河南人到新疆旅游；当前，
河南的援疆干部也成为传播新疆
文化的使者，帮助更多河南人了解
新疆。

李伟表示，比起郑州，乌鲁木
齐的基础设施是短板，今后将加大
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有了基
础设施的硬件投入，又有丰富的文
化软实力，乌鲁木齐一定会吸引更
多的河南人来旅游。②8

‘丝绸之路’经济带上
的两个重要节点城
市，能够加强联动，实
现优质资源互补。”

期待有更多河南人游新疆
——访乌鲁木齐市副市长李伟

□本报记者 栾姗

5月 28日，“一带一路”旅游城
市市长峰会上，西班牙奥伦赛市市
长瓦斯格斯·赫苏斯接受记者专访
时表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
国家，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
份，如果要选择一个进入中国旅游
市场的窗口，河南是最佳选择。

奥伦赛市是世界著名的温泉之
城，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河流、丘
陵等美丽的自然风光。瓦斯格斯·
赫苏斯说：“奥伦赛像威尼斯一样，
是一座水城。我们最著名的米尼奥

河在古罗马时代曾是一座金矿，但是
现在那里已经没有金子了，只有价值

连城的水。温泉遍布了整座城市，使
这里成为著名的温泉之城，也是游
客到西班牙泡温泉的首选地。”

此次西班牙共有 13座城市组
团来河南推介旅游，其中奥伦赛的
特点是“疗愈旅人心”。瓦斯格斯·
赫苏斯说：“如果你累了，就来奥伦
赛旅行吧。我们这里有温泉、美
食、山地自行车，可以带给河南游
客高质量的国际‘慢生活’。”

瓦斯格斯·赫苏斯还热心地为
河南游客设计出行线路。他说：

“希望河南游客来西班牙旅行的时
候，来奥伦赛泡温泉。”②8

河南是进入中国旅游市场的最佳窗口
——访西班牙奥伦赛市市长瓦斯格斯·赫苏斯

河南是中国人口最多
的省份，如果要选择
一个进入中国旅游市
场的窗口，河南是最
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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