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9 日，全国全

域旅游全息信息系统推

进会（中部地区）暨河南

省试点建设观摩会，在

焦作云台山景区召开。

会议研究部署全省全域

旅游全息信息系统的试

点工作，举行了全域旅

游全息信息服务系统升

级仪式，表彰智慧景区

建设先进单位，为全省

30 家钻级智慧景区颁

发牌照。据了解，制定

建设标准，进行智慧景

区钻级评定，在全国尚

没有先例。

□本报记者 刘春香

全国全域旅游全息信息系统推进会（中部地区）暨河南省试点建设观摩会现场

钻石级智慧景区获得表彰

通过智慧旅游助力河南百个贫困村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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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旅游为文旅融合破题

“可以自豪地讲，并不是外国的月亮都是圆
的，我们国内景区在网络科技、智慧旅游方面，已
经甩开了国外好几条街！”经常带团出国的河南
中信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兢，可谓见多
识广，却对家乡景区的智慧建设赞赏有加：“像云
台山的云溪夜游项目、龙门的刷脸入园科技，对
文化的活化手段，别说国内，就是在国外也很少
见。”

据陈兢介绍，如今在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巴
黎的卢浮宫等世界知名景点，采取的还是人工讲
解或者语音导览的传统方式，而在我们河南的许
多小景区，游客都能通过扫码等方式，实现自助
语音导览功能，想听什么摁什么，非常方便快捷。

智慧旅游发展近几年在我国风起云涌。专
业人士分析认为，中国的旅游企业对新技术的跟
进非常及时。景区的智慧旅游实现需要一个庞
大的需求量来支撑发展，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么
大的市场需求。

以云台山为例，每年500多万人次的庞大游
客基量，支撑着景区，也倒逼着景区不断提升智
慧化服务水平，不断更新科技类业态。目前，景
区已实现的二维码购票、刷身份证入园、刷脸入
园、语音讲解、一键导航、停车自助缴费等智能便
捷服务，已是基础配备，新增的云溪夜游项目，更
是引领行业风潮。

9月 17日晚，记者在云台山，现场感受了这
一场“科技秀”。蜿蜒的一条峡谷内，闪烁迷离的
萤火虫，灯光，星光伴人左右，忽而在石头上打出
一个爱情故事，忽而在水幕上现身了小鱼和莲
花。真实的景色和虚幻的场景交相辉映，营造出
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幻情景。

更为奇妙的是，用全息投影技术呈现的邓丽
君演唱会极其生动逼真，“全息邓丽君”远远看
去，和真人无差。与动辄就要上几百名演职人员
的许多秀相比，整场演出只有一个卡通“云逗逗”
在与游客互动，并不见其他真实演员。前来观摩
的河南各市旅游局局长，纷纷给云溪夜游算起了
经济账：一张票卖 90元，还用不了几个人，这样
的项目肯定有得赚！

河南智慧旅游发展提质增速

“检验信息化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看它
能否解决产业发展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是否提升
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这一点我在河
南看到了。”9月 19日，前来参加推进会的文化和
旅游部信息中心副主任信宏业，对河南智慧旅游
工作进行了肯定。他说，河南旅游涌现出云台
山、龙门石窟、红旗渠、老君山等一批智慧景区先
进典型，它们成功运用信息化解决了景区安全、
交通等各方面的难题，并运用信息化进行了创
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信宏业还用一个形象的比喻对河南提出了
期许：“好比一场球赛，如果说河南的上半场，
重点是要打造全国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么下
半场的核心就一定是要让每一个游客都满意，
信息化服务理念就是做好这一核心问题的关键
所在。”

近年来，河南布局智慧旅游工作步履铿锵：
2017年 8月，河南省政府把旅游业作为全省

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领域，召开全省旅游产业转
型发展工作会议。会议指出：旅游业要向高端
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标准化转型发展。
这其中，智能化就是要发展智慧旅游。

2018年 3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在洛阳龙门
启动全国全域全息信息系统河南试点，发布河南
旅游扶贫地图。

2018年 8月文旅部数据中心在河南设立省
级分中心，我省成为全国4个（重庆、湖北、山东、
河南）省级分中心之一。

龙门石窟推出“诗歌龙门”在线运行，用三维
展示技术打造出“诗和远方”美丽龙门新画卷，

“互联网+”已成为龙门景区新名片。
云台山推出智能云台——感动每一个游

客，创建智慧景区新标杆。在刚刚结束的“大国
之旅——中国景区旅游综合服务能力指数评选”
活动中，名列前茅。

清明上河园景区通过大数据游客画像分析，
对郑州市场进行精准广告投放，暑期入园人数同
比增长10%。

嵩山少林景区建成国内领先的智能化停车
场。

目前，全省大部分 4A以上景区均能通过在
线旅行商、公众号和小程序等方式提供线上服
务，游客满意度不断提升。

河南智慧旅游发展前期发展得不错，后期还
要继续引领。省旅游局信息中心主任李全民表
示，数据的价值在共享，下一步，省旅游局还将进
一步做好与景区、饭店、旅行社和旅游乡村等核
心旅游要素的信息统筹归集；加强与交通、公安、
工商、气象、统计等旅游关联部门的信息整合，进
一步释放数据能量。

对于河南智慧旅游的发展状况，高德地图旅
游行业合作负责人姜义丹分析认为：因为基础设
施及资金条件限制，各省的智慧旅游发展进度不
一。智慧景区建设也要经历基础硬件建设、软件
系统建设以及大数据能力建设几个阶段。目前
河南省的智慧景区建设，很多高A景区进入了大
数据能力建设阶段。像云台山、龙门石窟，目前
已经处于全国领先位置。

河南率先开展智慧景区钻级评定

智慧景区是近几年兴起的新生事物，目前，
全国尚未有统一规范和标准。河南省旅游局谋
划在先，率先确定了景区智慧化建设标准，制订
了景区智慧化考核方案，对景区智慧化水平工作
实行钻级评定。今年 9 月初，省旅游局牵头对
4A、5A级景区进行检查验收，从基础设施、智慧
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四大板块，对景区进行
了考核。能不能实现WiFi全覆盖、网上购票、自
助导览？能否用大数据引导疏散车辆、人群，提
供医疗救助？数据能否与相关管理部门系统对
接共享等环节，都是考核项。最终，全省评出钻
石级智慧景区 30家，其中，一钻 18家、二钻 10
家、三钻2家。

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河南制定建设
标准，进行智慧景区钻级评定，在全国属于首
创。河南省旅游局目前正加紧和相关部门对接，
早日制定智慧景区地方标准，并争取上升为国家
标准。

智慧旅游成为乡村脱贫有力手段

让旅游资源真正有效地转为经济增长，用科
技助力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是河南省旅游局的又
一务实创新之举。今年3月，河南省旅游局与高
德地图联手推出旅游扶贫地图，开启了旅游扶贫
第一步。

高德地图副总裁侯金刚表示，目前，旅游扶

贫地图已覆盖河南省 53个贫困县的 2032个景
点，截至 8月底，共有 1800万人次在高德地图上
对这些贫困县景点进行搜索查询，其中有450万
人次规划了去往景点的路线。

9月 19日，在全国全域旅游信息系统(中部
地区)河南省试点建设观摩会上，河南省旅游局
与高德地图联合宣布，“全域旅游信息服务系统”
全面升级。同时，该系统还在河南省进一步落
地，推出了“百村扶贫计划”和“智能云台山”两个
项目。

真实效果究竟如何？记者进入高德系统进
行体验。搜索云台山三个字，系统立即蹦出了

“云台山一键智慧游”的入口。点击进去，景点介
绍、玩法、停车场、拍照点、卫生间等标识得清晰
有序。再进一步打开必游景点红石峡，出现了精
美的图文介绍和免流量的语音导览，即使导游不
在身边，也能了解得清清楚楚。

另一重要的“百村扶贫计划”，旨在用高科技
的力量，帮助河南省近100个贫困村实现旅游扶
贫。点击100个贫困示范村，“搜周边”可以智能
搜索附近的吃、住、行、游、娱、购信息，一键路线
规划，即刻出发。

不久前，久居郑州的游客牛先生，想去鲁山
泡个温泉，顺便在周边吃吃农家乐。在通过高德
进行搜索时，无意中发现了还有河南省百村扶贫
计划这个页面。通过查询，地图将他顺利带入到
想马河香悦农家院。“不但品尝到了地道的鲁山
揽锅菜等美味，还顺带买了农家的野蘑菇、红薯
干等农产品，算是通过旅游扶贫了！”牛先生对此
行很满意。

“当今已进入信息时代，旅游业应谋在前、冲
在前、干在前，把河南智慧旅游做成全国的样板，
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省旅游
局局长姜继鼎对未来充满信心。

融入互联网的初心：方便游客 活化文化
龙门石窟历经千年，为世人留下了

大量珍贵的文物古迹和历史资料。如何
在保护文物的前提下，让沉默的、静止的
文化遗产，通过互联网方式活化起来？
如何把千年的文化宝藏赋予科技的力
量，让更多的 80后、90后、00后喜爱上
中国文化？如何让游客来到龙门旅游购
票不排队，参观更方便，享受到更优质的
服务？这就是龙门石窟主动融入互联网
的初心。

荣誉加身，创下多个第一、唯一
2015年 4月，龙门石窟和腾讯公司

在北京签约，成为全国首家“互联网+智
慧景区”。
“全国首家无现金”景区和“刷脸入园”景区

3D龙门智能云平台，是目前全国景
区中最先进的大数据云平台，是全国唯
一一个 1∶1真实还原景区场景的 3D立
体展示平台。

今年1月，龙门石窟荣获第14届联合
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共政策和管理创新奖，
这是唯一获奖的中国项目，在国际舞台上，
龙门石窟让世界读懂了中国“互联网+”。

目前，龙门石窟已为游客提供 24小
时在线购票服务，在龙门不会出现排队

购票的情景，暑假期间线上购票占比达
到45%。中英文语音免费讲解满足了游
客可以随时随地收听龙门石窟的文化知
识，累计已播放580万次，受到中外游客
的一致好评。

绘就“诗和远方”美丽龙门新画卷
通过先进 AI技术、3D 展示等科技

展示方式，使游客穿越时空，将束之高阁
的文物保护成果以及厚重的历史文化生
动活化的展示在游客面前。今年推出的

“诗歌龙门”扫码项目，实力圈粉，掀起全
民读诗热潮。通过龙门智能云平台的数
据分析，最受欢迎的诗人是白居易，
T0P20 的诗词里有 9 首诗均出自他之
手。其中，金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
荣”的诵读率最高！

智能云台山 感动每一位游客
——云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马春明典型发言摘要

龙门石窟让世界读懂了中国“互联网+”
——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于迎典型发言摘要

从数字云台山到智慧云台山：云台山
智慧景区始建于2006年，12年的发展历
程，1.5亿元的资金投入，1685个高清摄
像头、58公里的光纤环网、50平方公里的
4G网络覆盖11个核心景点，实现了从全
国试点到标准制定的跨越，从数字云台山
到智慧云台山的转变，为云台山安装了智
慧的大脑。

数字局长：云台山12年的数据积累，
高德阿里30万+APP位置服务的数据支
撑，成为了我们的坚强依靠。云台山的决
策层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智慧中心。因为在
智慧中心能够更迅速地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有了智慧中心就相当于谋
士三万。员工给我起个名字叫数字局长。

有了智能大脑，市场分析更精准。云
台山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游客是谁，从哪
里来，喜欢什么，去过哪里等这些问题，智
慧中心都能快速精准地给出答案，为客源
市场的精准定位提供了决策依据，引领着
销售业绩的不断攀升。

有了智能大脑，运营管理更高效。如
今，我们坐在智慧中心就能对景区运营状
况了如指掌，并通过多年来成熟的智能联
动机制，全县旅游、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全

面参与。今年首届云台山夏季英雄大会，
三天参与人数突破15万人，音乐节观众
突破6万人，我们依靠智慧中心，对7000
余名工作人员统一调度，实现了“安全零
事故，服务零投诉”。

有了智能大脑，感动服务更优质。
从游客出行前的精准认知，出行中的快
捷引导，到游览中的舒适体验，游览后的
评价反馈，智慧中心把我们的服务从景
区内延伸到景区外，从线下人工扩展到
线上智能。围绕“感动每一位游客”的服
务理念，建立了2000名员工“五员一体”
的服务体系，收获了一串串的点赞。云
台山游客重游率达到了 25%，综合评价
好评率达到了 98%，每年通过亲朋好友
推荐来的游客占到近50%。

三钻级：云台山、龙门石窟
二钻级：红旗渠、老君山、嵩山少林景

区、太行大峡谷、永城市芒砀山景区、方特
欢乐世界、清明上河园、白云山、鸡公山景
区、鸡冠洞。

一钻级：神农山、内乡县衙、王屋山风景
区、八里沟、太昊陵景区、重渡沟、殷墟、黛眉
山、龙潭大峡谷、天河大峡谷、五岩山、青天
河、竹林长寿山景区、嵖岈山、禹州大鸿寨景
区、鄢陵国家花木博览园、尧山大佛、老界岭。

河南钻级智慧景区名单

装上智慧装上智慧““大脑大脑””
河南旅游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云溪夜游项目如梦似幻

“诗歌龙门”扫码项目成功将文化活化

高德地图上的河南省旅游扶贫地图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