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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宋敏

城市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支点之一，但不同主体间的利

益诉求并不总是形成共赢局

面，需要通过对话、立法、合作

来协调，实现发展目标最大

化。5月29日，世界旅游联盟

“城市旅游”对话会上，来自海内

外的嘉宾、客商就此展开探讨。

□本报记者 樊霞

旅游总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实际

上，高质量而又有特色的旅游，恰恰是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获得幸福感

的最佳途径之一。

当旅游日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活动，旅
游消费和区域合作就成为新引擎，不断为旅游业创新
发展提供动力。5月29日，在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
游城市市长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城市的市长、专家以
及相关业界人士为此进行了热烈探讨和交流。

旅游业为经济增长作出的贡献将逐步加大已成为
共识。在我国，大众旅游消费正在快速崛起。今年“五
一”假日旅游市场信息显示，我国私人定制游增多，旅
游消费升级。2017年，郑州实现旅游总收入 1195亿
元，来郑游客突破1亿人次。

对此，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旅游管理系主
任张辉的观点是：未来或将发生商业模式的革命，最明
显的特征就是“旅游化”。“比如，人们的基本消费得到
满足，特别是物质消费得到满足以后，大量消费就转移
到旅游和休闲方面，这可以称作‘消费的旅游化过
程’。”随着旅游需求类型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产业
开始借助于旅游消费这个平台来提升本产业附加值。

“旅游消费正在推动旅游业创新发展。”韩国国际
观光展组织委员会会长慎重睦认为，过去以风景为主
的传统旅游模式现在正转变为以个人价值观决定何种
旅游方式，比如旅游的目的可能是观看体育比赛、享受
美食、进行购物等。“购物消费的比重现在小于娱乐服
务等消费比重，这充分展现了价值观消费的重要性。”

区域合作是推动旅游创新发展的另一动力。适应
文化旅游消费、进行区域协作联动是许多旅游设计者
看重的解决方案。

如何开展好区域合作，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在区域
旅游中，以政府为主导的旅游发展方式要转向多层次
市场的共赢合作模式，政府要站在未来城市建设的高
度，统筹管理旅游资源，从而形成合力；同时还要打造
具有区域特色的旅游产品，和资本有机结合起来，推动
旅游品质大幅提升。

三门峡市委书记刘南昌表示，“我们正在以打造优
势旅游品牌为突破口，深挖、拓展、激活本地文化旅游
消费资源，提升文化旅游产业，不断增强这一‘根魂’产
业的核心吸引力。”

同样，在河南颇有声誉的建业集团也正致力于旅
游业发展。“我们联合中国影业巨头华谊兄弟正在打造
电影小镇和体验式戏剧，把吃、住、行、游、购、娱、演结
合在一起。”建业集团副总裁闵闵说，这两个项目未来
都要推向世界，带动区域旅游发展。

德国劳恩堡市副市长马库斯·马蒂森则认为，在区
域合作推动旅游发展方面，决定投资项目前一定要研
究市场和策略，同时要提供优质的服务，“当然，最重要
的是要有开放的态度，建立起政府企业合作共赢模式，
以保障区域合作的良性运转。”③6

5月29日，世界旅游联盟“城市旅游”对话会在郑州会展中心举办。参会嘉宾共同围绕世界旅游城市发展的相关话题进行了研讨。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当今旅游业离不开五大元素：
政府、企业、协会、智库、游客，这五

大元素如果是孤立地运作，优质旅
游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文化和旅
游部副部长李金早说，把五大元素
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之上优化，这就
是世界旅游联盟的职责、功能，也是
其成立的宗旨。希望各旅游城市以
及企业、协会、智库等都能充分利用
好这个平台，寻求合作的结合点，找
到发声的渠道。

“随着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的
黄金时代，城市在目的地旅游中将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中青旅联科
公关顾问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葛磊
表示，企业作为市场运营主体，在自
身发展的同时，也有责任有义务通
过文化旅游创造美好都市生活，实

现城市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推
动多元主体的协调与融合。

法国地中海俱乐部大中华区副
总裁孙法泉说，城市品牌提升的能
力对旅游者来讲非常重要，比如旅
游服务能力、旅游设施管理优化的
能力等。对于企业而言，如何给旅
游者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并立
足于产品的上下游联动，通过不断
打磨和创新，来满足不同城市游客
的需求，这是最应该关注的。

“我们需要通过媒体更好地发
挥对公众的监督作用，这能够提升
整个城市的形象，也能够改善人们
的精神面貌和整体素质。”CNN 国
际商务部副总裁杨舒婷说，从媒体

的角度谈旅游合作，我们实际上提
供的是一个品牌宣传的平台，可以
帮助城市旅游品牌传达到不同的目
标客户群体。

俄罗斯无国界旅游协会驻华代
表亚历山大·福尔科认为，优质城市
旅游至少应包含安全、便捷、文化特
色、基础设施、宣传推广等几个因
素，“中国有句话‘一花不是春，孤雁
难成行’，这就是强调了合作的重要
性，不同主体之间一定要充分沟通，
比如旅游者和城市居民本身就有一
个互动关系，旅游城市的居民很大
程度上支撑了对旅游者的服务，因
此要给双方都同时创造一个好的环
境。”③6

孤雁难成行 旅游须“共话”

旅游还是触摸文
化、感知文化、汲取
文化的重要途径与
载体，是文化传播
最好的媒介。”

访
谈

旅游消费如今已成
为人们除日常消费
和教育消费外最大
的消费热点，成为拉
动城市经济发展、激
发城市活力的重要
引擎。”

□本报记者 宋敏

“从人民的需求来看，旅游是国
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活水
平提高的重要标志，而城镇化的加
速为旅游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时代
契机。”5月 29日，在世界旅游联盟

“城市旅游”对话会上，华侨城集团
总经理、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姚
军说。

“旅游让城市更美好，让城市充
满活力。旅游还是触摸文化、感知文

化、汲取文化的重要途径与载体，是
文化传播最好的媒介。”姚军说，以最
早兴建的深圳华侨城旅游度假区为
例，注重游客、城市居民之间的和谐
共处，既为游客提供了全方位旅游体
验，又为居民创造了宜居、高品质的
生活环境；而每年举办的泼水节、国
际啤酒节、国际魔术节等系列主题节
庆活动，已经成为一张张亮丽名片，
不断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

城市旅游发展过程中，不可避
免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市民与游

客需求之间的矛盾，旅游开发与城
市文化产生的冲突，旅游产业的可
持续发展问题等。对此，姚军的体
会是，“要通过旅游实现共建共享、
关注各方诉求”，华侨城在成立之初
就提出“先规划、后建设”的开发原
则，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然风貌；通过
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协调好当地政
府、社区居民、游客等不同利益主体
之间的关系，努力实现企业发展与
游客满意、生态环保的协调统一，让
城市更和谐。③6

□本报记者 樊霞

“追溯历史，我应该是开封人。”5月 29 日，参加
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旅游新业
态”分论坛的韩国国际观光展组织委员会会长慎重睦
很认真地对记者说，他查过“慎”的姓氏来自开封，甚
至在开封包公府内的石碑上找到了先祖的名字。

“大约980年前，我的先祖到了高丽并定居下来。”
67岁的慎重睦强调，“这么说我算是河南人，这次我回
家了。”

作为旅游业界的资深研究者，慎重睦话题始终不
离开旅游的发展。他希望通过记者的报道再次提醒，
旅游创新发展离不开公平竞争。竞争交易、低质低价
旅游产品、花钱买游客、强制购物等行为都会破坏业
界平衡，危害消费者权益，莫因贪小失大而给国家和
城市的形象减分。“国家和地区相关机构应该严加管
理，打击不当竞争，与游客携手共建优质旅游环境。”
慎重睦说。

同行的韩国庆尚北道青松郡郡守韩东洙则表示，
青松郡2016年和郑州市管城区建立友好区郡关系，双
方在经贸、教育和文化旅游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交流
与合作。

“这次来参加市长论坛的同时，我还要去管城区
交流，希望我们能在文化旅游等多方面展开更紧密的
合作。”韩东洙说。③6

花絮

韩国国际观光展组织委员会会长慎重睦：

“我的老家在开封”

旅游是文化传播最好的媒介
——访华侨城集团总经理、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姚军

专业赋能创新激活城市旅游消费
——访焦作中旅银行行长游翔

□本报记者 宋敏

近年来，有一个词逐渐走进大
众视野——“赋能”。5月 29日，在
2018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
长论坛“旅游新业态”分论坛上，焦

作中旅银行行长游
翔也提到了这个

词。
“赋能”，

最早是积极心
理学中的一个
名词，近几年
被广泛应用于
商 业 和 管 理

学，意指赋予某种能力和能量。“旅
游消费如今已成为人们除日常消费
和教育消费外最大的消费热点，成
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激发城市活
力的重要引擎。”游翔说，中旅银行
就致力于践行“旅游+金融+互联
网”战略，以更专业的资本、更丰富
的内容、更有针对性的服务，全面赋
能激活城市旅游消费。

游翔认为，一流城市一定也是
高品质生活的城市，是宜居宜业宜
商宜旅的城市。但就中国目前的城
市旅游消费看，仍有几大痛点需要
关注，比如缺消费引导、缺消费内
容、缺消费服务等。“游客体验是贯
穿整个消费过程的，目前对于消费
服务的金融支撑还有所欠缺，比如

消费信贷产品、支付保障和金融消
费投资等。”

游翔说，为解决这些痛点，应
分别从 G端即政府端、B端即企业
端、C端即游客端推动专业赋能创
新。具体来说，从G端进行资本引
导赋能，与专业旅游智力服务机构
联合为政府提供顶层规划设计支
撑消费引导落地；从 B端进行消费
内容赋能，围绕可看、可吃、可玩、
可住、可买、可享、可学等方面进行
消费发掘，促进消费供给多样化和
品质化；从 C 端进行消费服务赋
能，比如消费支付便利化、旅游消
费分期灵活化、会员服务品质化、
旅游保险保障化、旅游担保多元化
等。②8

2017 年，郑州
实现旅游总收
入 1195 亿元，
来郑游客突破
1亿人次

1195
亿

▼5月28日，
“一带一路”旅游
城市市长峰会在
郑州国际会展中
心举行，会上精
彩的分享引得外
国 嘉 宾 鼓 掌 拍
照。⑨3 本报记
者 王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