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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
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诗和远方在巩义珠联璧合。巩义
人民正敞开大门，捧出文化旅游盛宴，热情迎接八方宾客。

行走在旅游产业转型发展之路，别出心裁、文旅融合的节
庆活动使“巩义名片”“巩义旅游”深入人心。创新发展的多重
精准营销火了景区、乐了游客、富了群众。今年前8个月，巩
义各旅游景区及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967.7万人次，实现
旅游收入28.1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48.8%和116.1%。

文旅融合彰显城市实力。历史的文脉为巩义旅游业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杜甫故里、河洛汇流、石窟寺、康百
万庄园、北宋皇陵等文化景区交相辉映；河洛文化、豫商文
化、杜甫文化、民俗文化、宋文化等，与山水、都市、乡村相
映成趣，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

今年春天，杜甫故里诗词大会再次惊艳了中国诗歌之
乡——巩义，众多知名人士和海内外游客在这里“吟诗词
歌赋，品诗会雅宴，醉曲水流觞”，使诗圣故里绽放出最耀
眼的光芒。每逢假日，大型实景剧《慈禧驾临康百万庄园》
隆重登场，古色古香的明清古建、气势恢宏的皇家仪仗、富
甲中原的康氏家族带领游客生动地再现着历史……把文
化贯穿到旅游的全过程，彰显文化特色、突出文化元素，
也实现着巩义旅游的绿色转型。

节庆活动引来“人财两旺”。嵩顶冰雪文化旅游节、
春节庙会、慈云寺桃花节、长寿山红叶节、偃月古城民俗
演艺节、浮戏山拍手定情节等精心策划的节庆活动轮番
上演，形成了连绵不断的旅游接待高峰。

霜叶醉层林，巩义客如云。竹林长寿山红叶节期间，
景区的游客接待量达 140多万人次，单日最大客流量达
14.7万人次，再掀巩义旅游热潮。火爆的还有长寿山风
情古镇啤酒音乐节，活动启动当晚，游客量达1.2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30万元。春节期间的偃月古城最为
热闹，景区单日最高游客接待量达11.5万人次。

精准营销增强城市魅力，也为构筑“全域巩义”的大格
局奠定了基础。据悉，巩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本着小投入
大回报的思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宣传模式，借助微
信朋友圈、微信公众号、美篇等自媒体多角度传播巩义旅
游信息，不断提升巩义旅游知名度和美誉度。邀请50多
家主流媒体开展“走进河洛圣地、感知魅力巩义”大型采风
活动，引起热烈反响。随着郑州、开封、洛阳、许昌、山西长
治等周边11个地市至巩义的旅游直通车相继开通，夯实
周边客源市场。

“走出去，秀出最美的巩义！”全方位旅游市场促销体
系大力推进巩义旅游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由低端市场
向中、高端市场的转型升级。眼下，无论您游历在各类国
内旅游交易会、博览会中，漫步在郑州地铁站，行驶在高速
公路，还是欣赏中央电视台、浏览《河南日报》等，都能感受
到巩义旅游的魅力。目前，借助整合营销，巩义游客半径
不断扩大，除了我省及山西、陕西、山东、河北等地游客外，
北京、上海、江苏等新客源地游客呈不断上升趋势。

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游客的大量涌入，为当地百姓提
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记者获
悉，去年6月份开业的特色民宿石居部落火了，节假日期
间这里一房难求。在风情小镇，一根面、水煎包、饸络面
等美食摊位天天火爆，自然是赚得盆满钵盈。景区门口
摆摊卖开水的老汉也笑着说：“不离家、不离土，每天收入
三百五。得劲！”

目前，巩义白瓷、唐三彩、曌亮香包及花椒、小相菊
花、候地小米等“巩义礼物”成了游客后备厢经济的有力
支撑。在竹林镇，旅游业发展已惠及全镇总人口的
20.7%，受益群众达4000多人；偃月古城开业至今，已入
驻商户244家，直接带动达800多人就业，综合旅游收入
达400多万元。群众吃上了“旅游饭”、开上了小汽车，日
子越过越红火。旅游业真正实现了保护一方山水、传承
一方文化、促进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

总有一种力量，让全域巩义提速融入多彩的世界。
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
升转型、从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跨越……
巩义旅游正在撬动巩义经济的杠杆，实现再次腾飞。

风劲潮涌，扬帆破浪；旅游奋进，步履铿锵。在奋力
迈向优质旅游发展新时代的关键
节点，搭乘河南省旅游业
转型发展的快车，大美河
洛·灵秀巩义正挥
动巨笔，书写着让
中原更加出彩的
壮美篇章。

巩义：全域旅游引领转型升级 产业融合助力出彩中原
——巩义市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札记

河洛巩义，沃野生金，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在深
邃的碧空下，田野、山川、景区、村落与人们的笑脸相映
成趣，呈现出一幅美妙动人的画卷。

站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关键时
期，如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为指
导，加快推进巩义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转型发展？如何
抓住郑州市被确定为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绝好机遇，以
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契机，打造巩义旅游升级
版，奋力迈向优质旅游发展阶段？

今年8月，全省旅游业转型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巩义
市召开。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旅游业发展撬动产业转
型升级、城市转型发展的“巩义样本”。随着招商引资、
项目建设、宣传营销、产业融合等一系列“组合拳”的挥
出，一个工业城市旅游崛起的生动实践跃入眼前。

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表示：肩负稳增长、调结构、促改
革、惠民生等重任，发展全域旅游成为巩义市经济增长、转型
升级的强劲引擎。乘着郑州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东风，巩
义旅游实现了重大突破，叫响了巩义品牌、巩义速度。今年，
巩义市要实现游客接待量1500万人次，要大力推进年度投
资181.9亿元的16个重大项目，加快旅游产业转型发展步
伐，书写出新时代让中原更加出彩的巩义篇章。

□本报记者 张莉娜

巩义风景独好！“七山一水两分田”的地貌特征及自
然山水的厚爱、历史文化的眷顾，赋予了巩义瑰丽多姿、
丰富多彩的旅游资源。

今年春天，巩义市召开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并明确
提出：今年是巩义市旅游突破三年行动计划的突破之
年，全市上下要加快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促
进巩义旅游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隅。
巩义是中部地区的传统工业强市，面对城市转型发

展的新要求，突破发展瓶颈、寻求转型发展之路刻不容
缓。巩义地处郑州、洛阳、焦作的核心位置，具有河南黄
金旅游区域“金十字”的独特优势，发展旅游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于是，“工业强市”适时华丽转身，展示出
转型发展、景城联动的全域画卷。

发展蓝图日渐清晰，我们翻转着时光机，清楚地“捕
捉”到巩义旅游的转型发展印记——

经过反复论证，2016年 9月，巩义市第六次代表大
会果断提出“以旅游业为突破口带动现代服务业提升”
的发展战略，明确了“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2016年 11月，巩义市被确定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创建单位，旅游突破强力推进。

2017年 7月 28日，巩义市召开创建国家全域旅游
示范区动员会，确定了“积极推进全域旅游建设，创建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的目标。

2018年5月8日，巩义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明确提出：
今年是巩义旅游突破三年行动计划的突破之年，要加快推
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

旅游发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治理规范化、
旅游效应最大化——巩义正凝聚起全域发展的强大合力。

美不胜收的全域巩义，离不开政府的前瞻性规划和
“一张蓝图绘到底”的实干精神。目前，重新修订的《巩义
市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勾勒出全域巩义“一心两翼”
清晰的发展路径。《巩义市加快旅游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巩义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实施方案》等一系
列文件的出台，引领和支撑巩义旅游业迈出转型新步伐。

翻开巩义发展的履历，党政统筹的领导机制成为旅
游突破的有力保障。巩义市建立了“党委统揽、政府主
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发展机制，成立高规格的旅
游突破领导小组，将全域旅游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工
作全局，列入全市目标考核范畴。随着“四项重点工作、
四项保障工作和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督导督查考核”为
主要内容的“4+4+2”重点工作推进机制的深入开展，

“主攻二产、突破三产、优化一产”的整体思路，掀起了大
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热潮。

在加快实施“4+4+2”机制的进程中，一大批勇于担
当、锐意进取的优秀干部脱颖而出。被大家亲切称之为

“巩义老秦”的巩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秦文坦就是
其中的代表。为了开通直通车，秦文坦多次到郑州、开
封、洛阳及长治等地积极走访，与旅行社对接洽谈；他开
通了“灵秀巩义”和“厚重巩义”两个公众号，通过新媒体
宣传巩义文化旅游；他带领全局党员干部和群众，发扬

“5+2”“白加黑”的吃苦精神，创造出“巩义现象”和“巩义
速度”，使巩义旅游迅速成为河南旅游界的黑马。

“担当显品质，落实是能力”。如今，“巩义老秦”已
经发展成为一个群体、一种精神。指导建设长寿山风情
古镇的竹林镇党委常务副书记闫龙涛、涉村镇北庄村支
部书记杨小周、描绘慈云小镇美好蓝图的大峪沟镇党委
书记刘亚涛等层出不穷的“巩义老秦”将凝聚磅礴力量，
奏响巩义旅游提速的动人乐章。

“我们得天时、拥地利、聚人和，要树立全域旅游理念，
全面整合旅游资源，全方位调动发展要素，整体谋划旅游产
业发展，打造中原地区重要的旅游集散中心和全国一流的

旅游目的地。”巩义市委书记袁三军坚定而又自信
地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巩义市正以改
革创新的姿态，擘画全域发展蓝图，开启产业

转型发展的新征程。

从空中俯瞰巩义，“一心两翼”的空间格局犹如一只展翅的
雄鹰，翱翔在高远的蓝天。记者仿佛感受到，在巩义旅游业转型
发展的进程中，一个个重点项目建设传出的振翅搏击之声。

巩义，以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抓手，以旅游业大
发展带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道路愈发清晰。

自巩义市六次党代会以来，巩义紧抓“招商引资”的既定
目标，以重大项目做支撑，着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三宜”新
巩义。一大批旅游项目的抢滩入驻、开工建设、竣工投用，成
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发展、基础能力建设、新型城
镇化“四张牌”的多极支撑。

梧桐树下引得金凤来栖，千亿产业谋篇全域旅游。巩义
先后赴北京、上海、西安、深圳等文化旅游产业密集区宣传推
介项目，引来碧桂园、大唐西市、融创集团、秦森集团、雅居乐
集团等百余批客商前来洽谈合作事宜。随着一大批投资规
模大、带动作用强、辐射范围广的重点旅游项目落地，为巩义
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

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
据悉，正商集团投资 300亿元建设的西山小镇、雅居乐

集团投资 200亿元建设的“四方来贺·喜庆小镇”、嘉和能源
斥资 100亿元打造的嘉和观澜小镇已次第开工。融创集团
投资 220亿元建设的慈云小镇，大唐西市集团投资 200亿元
的中原丝路文化产业园项目也正在紧张筹备开工前期工
作。另外，还有诗瓷小镇、云上南岭——漫境森林艺术小镇
等即将签约落地……1000多亿元的投资，一批彰显特色的旅
游小镇，如转型升级谋求创新发展的神来之笔，为巩义全域

旅游这艘巨轮增添了强大的动力和无尽的信心。
“一心两翼”的旅游发展格局愈发清晰，城市休闲服务中

心、北部河洛文化翼、南部山区生态休闲发展翼三个区域交
相辉映。

走进北部河洛文化发展翼，四方来贺喜庆小镇、偃月古
城、洛汭水镇、丝路文化产业园等一批沿伊洛河文化带重点
项目已相继布局。在南部山区生态休闲发展翼，随着融创慈
云小镇、竹林温泉小镇、浮戏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裕花谷休
闲度假区、正商西山小镇、嘉和观澜小镇、杨家寨石居部落等
项目的推进，将呈现出俊俏模样。漫步中部城市休闲服务中
心，建业“百城春天”特色旅游街区、正上豪布斯卡旅游街区、
全域旅游展示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及一批五星级酒店的建
成，将使旅游产业链更加完善。

项目齐头并进，建设落地开花。按照“洽谈项目抓落地、
落地项目抓开工、开工项目抓进度”的总体要求，“巩义速度”
体现得淋漓尽致。

融创慈云小镇、云智小镇项目在短短90天时间里落地签
约；占地面积82亩、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竹林风情古镇，从
动工到营业仅用了 133天。偃月古城这个占地 5万平方米、
拥有500多间商铺的古城，项目建设期仅为一年半。

把“山水”转变成“产业”，把“旅游”转化成“生产力”。山
地度假、文化体验、乡村休憩、旅游演艺、健康养生、户外运动
等旅游业态不断丰富，石居部落窑洞民宿、偃月古城、竹林风
情古镇、嵩顶滑雪旅游区等项目风生水起，宜居、宜业、宜游
的巩义展示出强劲的发展动力。

“7D玻璃景观天桥太好玩了！”9月 15日，横亘在两座翠
峰之间的竹林长寿山景区玻璃天桥全新迎客，数千名游客在
欢笑和尖叫中体验着惊险和刺激。

日臻完善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拓展了巩义的发展空
间，也为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奠定
了坚实基础。

记者驱车行驶在伊洛河景观带、石河道公园城市绿道，
“汽车行中间，辅道走两边，休闲在林间”的美景跃入眼帘。
驶入南山旅游通道，路旁山菊绽放，远处群山如黛，美景经过
坦途、转弯、陡坡向前延伸，串起了浮戏山雪花洞、长寿山、青
龙山慈云寺、蝴蝶谷、盘龙山九莲洞等旅游景区……

路随景蜿蜒,景因路成线。来场轻松便捷的巩义之旅吧！
巩义位于郑洛走廊中心，坐拥郑、焦、洛旅游金三角地

带，连霍高速、G310、G207、S312、沿黄快速通道、中原路西
延快速通道等穿流而过。随着巩登旅游路、涉村镇通往嵩顶
旅游度假区旅游道路的规划建设，更加完备通达的旅游交通
体系呼之欲出。按照规划，“九横十纵”和 5条快速通道的公
路网布局，网络化、立体化、快速化的大交通格局，将架起“绿
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桥梁。

风景向前延伸，步入南山旅游通道、石河道公园城市绿道
及景区、乡村旅游点的景观廊道，亭、廊、椅、驿站、观景台、停车
场交相辉映。伊洛河景观带、黄河游览区骑行绿道，让游客慢
下脚步、静享时光。火车站、汽车站的多条公交专线直达康百
万庄园、浮戏山雪花洞、偃月古城、石窟寺、杜甫故里、青龙山慈
云寺等主要景区……外联内畅、纵横交错的路网打通了“快旅
慢游”的脉络，让百姓和游客乐享全域旅游发展红利。

伊洛河畔，飞鸟展翅；森林氧吧，精灵漫步。城区的景观
游园、公园绿地、游憩绿道、城市广场、休闲街区等，给百姓和
游客带来更多幸福感。走进美丽乡村、传统村落，涉村镇吴

沟村及北庄村、夹津口镇韵沟村、芝田镇东沟村、小关镇南岭
新村及水道口村、康店镇赵沟村、孝义街道龙尾村等，展现出

“一村一品”的俊俏模样。
一山一水都是文化，一步一景满眼皆画。走进浮戏山、康

百万庄园等景区，一座座造型别致、功能完善的星级厕所掩映
在青山绿水间。随着厕所革命的持续推进，全市今年要新建、
改建30座星级厕所，让“方便”更方便，把“将就”变讲究。

巩义市推进全域旅游展示中心（集散中心）规划建设，合
理配套旅游停车场，完善引导标志系统，随着公共设施日臻
完善，旅游服务水平水涨船高。踏着“互联网+”前进的节拍，
智慧旅游建设迅速融入郑州旅游大数据中心。

巩义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旅游突破领导小组组长
贺传伟表示，“日臻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构筑了惠民飨客的
全域旅游空间，作为联动一二三产的纽带，旅游业纷纷与文
化、农业、工业、体育、康养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了多产业、
全要素、齐发展的同频共振。”

产业融合不断深入，旅游业态不断丰富。“旅游+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河洛大鼓、小相狮舞等备受青睐，杜甫文化、
三彩文化、豫商文化渗入河洛大地；“旅游+农业”：孟良寨农
业公园、涉村花椒基地、邙岭生态农业区等成了休闲好去处；

“旅游+体育”：登山、骑行、健步走、马拉松、滑雪等体育旅游
赛事此起彼伏；“旅游+工业”：近现代工业遗迹游、产品生产
加工过程激活了传统工业资源；“旅游+养生”：竹林温泉小
镇、浮戏山旅游综合开发项目，迸发出无尽的活力……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楼在绿中、人在画中……将“绿水
青山”的生态优势转化成“金山银山”的产业发展优势，将“宜
居宜游”的城乡环境变成“惠民飨客”的共享空间，巩义将率
先建成全域旅游的先行区和示范区，在新一轮的生态绿色发
展中勇立潮头。

杜甫故里 穿越唐朝会诗圣 青龙山慈云寺 山水相依醉宾客

大美巩义 引得“金凤”来栖
千亿产业 谋篇全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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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突破 撬动产业转型
“巩义老秦”凝聚磅礴力量

公共服务 构筑惠民飨客空间
产业融合 力促全域同频共振

3

4 精准营销 展现灵秀巩义风采
文旅相融 描绘富民生态画卷

康百万庄园 演绎豫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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