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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河南生态旅游优势转变为生态产业优势

驴妈妈愿在河南
扎根深耕
——访景域驴妈妈集团董事长洪清华

【专访】□本报记者 刘春香

最美好的四月天，迎来最美好的握
手。4月9日，在河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
化产业项目洽谈会（河南省首届民宿投资
大会）上，95个项目进行集中签约，签约总
金额 577.18亿元。作为第十三届中国（河
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专题活动之一，
本次洽谈会吸引互联网旅游平台、民宿专
家、生态项目投资商等各方大咖会聚中原，
共话发展大计。

生态旅游进入黄金发展期

当前，我国生态旅游进入了黄金发展
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被写入党的
十九大报告和党章，生态文明被提升为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

副省长霍金花在致辞中说，河南文旅
资源丰富，此次大会在全面展示我省生态
旅游优势的同时，搭建起文旅开放与合作
的广阔平台，推出一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具有特色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重点招商引资
项目。大力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文化、生态
康养和生态种养业，把生态旅游优势转变
为生态产业优势。

交得其道，千里同好。省文化和旅游
厅党组书记宋丽萍热情邀约嘉宾畅游河
南、共谋发展。

那么，河南发展生态旅游，有哪些优
势？资源集中在哪里？省文化和旅游厅厅
长姜继鼎为大家一一道出“家珍”。

“从南往北说，大别山、伏牛山、太行
山，有 6万平方公里，涉及 30个县，区域内
有 10个 5A级景区和 70多个 4A级景区，
是生态旅游的主力军。”姜继鼎介绍，河南
最著名的云台山景区、白云山景区、老君山
景区、嵖岈山景区、老界岭、太行大峡谷景
区等一大波儿知名景区都在这个区域。

河南旅游进入投资最好时代

在上午举行的项目签约活动中，河南

收获满满。签约的95个项目中，生态旅游
项目 28个、447.72亿元，文化产业项目 23
个、80.01 亿元，民宿项目 44 个、49.45 亿
元。同时，河南还发布了生态旅游招商项
目 114 个，计划引资总额 2104.68 亿元。
这些项目涵盖休闲度假旅游、康体养生旅
游、田园综合体验等生态旅游项目，引起了
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而在景域驴妈妈集团董事长洪清华看
来，出现这个结果是必然现象。他判定：

“河南已经进入最好的旅游投资的时代。”
洪清华认为，在新的文旅时代，文化创

意将成为新的最重要的旅游资源。河南不
缺资源，不缺市场，更不缺文化。神垕古

镇、陈家沟太极小镇、少林工夫、常香玉、豫
剧，这些最好的资源通过文化创意去打造，
都是难得的走红 IP元素。

与洪清华观点相互印证的是，文旅融
合的项目在河南真有不少“大家伙”。中牟
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中一下就有9个主题
公园即将开始投入运营。《只有河南》系列、
古荥大运河、商都历史文化街区、隋唐洛阳
城等文旅项目将先后亮相。

互联网平台公司扎堆儿推河南

智慧旅游走在前、民宿发展争最快、
文旅项目争最优、品牌宣传争最好。这

是今年河南文旅发展的奋斗目标。短短
的四句话，却字字千金，落到实处。本次
会议，省文化和旅游厅邀约 2018 年中国
二十强旅游集团中的 12 家参会、合作。
邀请携程、头条、腾讯、驴妈妈、美团、同
程、马蜂窝等 7 家国内顶尖互联网公司，
携手把“老家河南”在全国叫响，把“中国
功夫”推向世界。与今日头条合作开启
的全球文旅创业者大会，将要利用抖音
等新型传播方式，抖红河南，抖红一批城
市和景区。

进一步将生态旅游资源转变为产业优
势，全面叫响老家河南品牌形象，河南文旅
事业发展迎着春光，昂扬奋进。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如何抓住文旅融合机遇释放更多发展新动能？
洪清华认为，中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投资都是以基础

设施建设为主的大型投资，其特征是政府主导，规模庞大，但
效率有所欠缺。新的文旅时代，文化创意成为新的最重要的
旅游资源，业态是生命力，IP特色是竞争力，运营是生产力。
他以景域集团为禹州神垕古镇打造的文化 IP品牌为例说明
了这一点。“神垕是个钧瓷小镇，光靠钧瓷很难做旅游，为此，
我们量身定做了两个 IP形象‘小窑匠’和‘神彩儿’，植入钧瓷
文化感受情怀，必然自带流量。从数据上也可以看到这个 IP
模式的成功，由从前游客量的几万人到去年已经增加到 130
多万人，刚刚过去的清明节假期就达到7万人。”洪清华说。

洪清华非常看好河南的营商环境，他表示，与神垕古镇的
成功合作正是得益于政府的高度重视和高效运作。因此，洪
清华率领的团队决意深耕河南，今年和中旅银行、河南省文化
和旅游厅、中原豫资集团进行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温小娟

今日头条火了，如何借助今日头条这样的火热平台，为河
南的文旅事业添把力？是很多河南文旅人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4月9日，涂晴现身河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
洽谈会，与众多业内人士激情互动，共话“今日头条+河南文
旅”的广阔前景。

“作为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我们期待能用我们的所长来
服务一方热土。”涂晴告诉记者，字节跳动，也就是大家习惯称
呼的“今日头条公司”，成立于2012年，目前已拥有今日头条、
抖音、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众多被大家耳熟能详的手机
APP应用，国内的产品阅读用户总数已突破8个亿。

“我们公司是最早把智能推荐技术应用于信息分发的公司
之一。我们发现通过线上高效的传播，是可以拉动线下很多实
际成果的转化，同样也可推动景区游客的大幅度提升。我们认
为文旅产业一定大有可为。”涂晴介绍，作为进军文旅领域的一
种尝试，今日头条曾在洛阳栾川开展过旅游扶贫项目。

“那个项目叫‘山里都是好风光’，在抖音上有超过 18万
人参与了项目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视频总播放量达到 12.4
亿。直接带动当地 138户困难家庭脱贫，综合收入超过 2.78
亿元。”涂晴说。

初试锋芒的惊喜让今日头条收获了信心，也为“今日头
条+河南文旅”的深入展开奠定了基础。涂晴透露，由今日头
条承办的“2019 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将于 5月份正式启
动，今日头条希望通过承办这个大会，打造全球文旅创作者的
精神家园，团结更多优秀的内容创作者“看河南、写河南、歌河
南、唱河南”，让更加鲜活立体的出彩河南抖起来。

让出彩河南“抖起来”
——访北京字节跳动科技有限公司分公

司总经理涂晴

如何为河南旅游赋能
——访携程集团政府合作及线下市场业

务CEO王韦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近年来，我们黄山景区旅游开发立足
生态做‘做减法’，对天都峰、莲花峰等多处
景点，实施封闭、轮休。”4月9日，在河南省
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洽谈会上，
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德辉
跟大家分享了黄山景区生态旅游的经典案
例，也带给了大家更深入的思考。

作为著名的风景旅游景区，黄山是人
们游览观赏的好去处。然而，它如同人一
样，也有“疲劳现象”。为此，黄山风景区
坚持让主要景点实行定期封闭“轮休”，这
一做法使黄山的景点永葆秀美，让人们常
看常新。

在章德辉看来，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
的目标是一致的，本质是统一的。“一直以
来，黄山风景区坚持生态保护与旅游开发
有机统一，因为旅游更加看重生态资源，生

态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依托和支撑，如果旅
游开发把生态资源都毁坏了，那还能叫旅
游吗？在生态旅游开发的过程中，特别要
防止掉入两个陷阱，一个是开发性的破坏，
另外一个是破坏性的开发。”章德辉说。

章德辉介绍，黄山旅游经营坚持山上
做“减法”，山下做“加法”。除了实行景区
轮休制度，投入1000多万元通过人工+索
道运输的方式实现“全山垃圾下山”。此
外，还启动了山上酒店的错位发展，改造
高低铺房间，高低铺床位从1000多个，减
少到 400多个，今年年底有望全面取消，
实现旅游品质的全面提升。

论坛上，章德辉还分享了他们的“民
宿业态”。“我们公司原来是景区、索道、酒
店、旅行社、餐饮等五大业务板块，今年新
增的业务板块是‘微旅游目的地’，它一方
面适应当代旅游发展需要，一方面推动乡
村振兴。”章德辉说。

□本报记者 温小娟

如果说河南文旅与今日头条合作的
关键词是“平台”，那么与腾讯的合作，关
键词就是“数据”。4月 9日，北京腾讯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殷华阳现身河南
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洽谈会，
细说如今普通人生活中那些早已被腾讯
掌握的“数据”，善加利用之后会对河南文
旅带来什么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依托于整个移动的
生态场景：早上看新闻，晚上买东西，所有
环节腾讯覆盖了 90%以上，同时覆盖
55%的使用时长。”殷华阳的“破题”开门
见山。

如此的日常覆盖，带来的自然是对于
各种数据的了解。“实现对用户判断的
98.5%，这些判断不仅包括性别、地域，同
时包括兴趣、爱好、购物预判。当然，也有
助于了解全国游客甚至全球游客在整个
社交平台上对河南的哪些方面，对什么样
的河南文化更感兴趣，这是我们帮助河南

挖掘的。”殷华阳说。
数据帮助我们了解了“什么人对河南

的哪方面感兴趣”，然后呢？殷华阳继续
说：“挖掘之后就是腾讯最核心的，从半娱
乐向新闻转型，整合最前沿的科技，结合
前沿 IP，用接受度最高的形式，把信息传
递给那些对河南感兴趣的人，用这个方式
吸引他们来河南。”

那么，如何确保这个宣传旅游的文
创作品足够吸引人呢？“比如太极拳，大
家都知道在河南，但是现在年轻人对这
个接受度没有那么高，我们是不是可以
通过设计一个 Q 版的形象，在整个场景
里面打太极拳，带受众去探索一下太极
拳的方方面面。通过自带属性的流量
IP 跟文化结合，带动文化让更多人接
受。”殷华阳说，河南作为传统文化大省
有非常多的元素值得深究探讨，除了太
极拳，还有少林工夫及二里头、殷墟、根
亲文化等等，腾讯希望通过多种手段，
帮助河南挖掘更好的文创产品，服务于
河南文旅。

生态旅游发展做“减法”
——访黄山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章德辉

“数据+创作”激活河南文旅
——访北京腾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殷华阳

□本报记者 温小娟

4月 9日，在河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洽谈会
上，携程集团政府合作及线下市场业务CEO王韦十分看好河
南旅游发展前景，他说，河南是文化大省，地上地下文物位居
全国前列，馆藏文物占全国的八分之一。文旅融合对于河南
旅游发展来说是一次巨大机遇。

而在乡村振兴、美丽中国等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河南的
文旅优势更加凸显，王韦认为：从乡村振兴战略上来说，民宿
是提升农业农村价值的有效途径。位于中原腹地的河南是文
化大省，亦是农村大省，发展民宿产业具备优越的自然资源和
条件；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华文化走出去的
步伐不断加快，其中，河南的“功夫文化”更是一张亮丽名片，
为河南旅游走出去积蓄着强大力量。

在王韦眼中，河南旅游还处于一个洼地，还有很大的成长
空间。在文旅融合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每一个目的地都需要
一套赋能旅游产业链的组合拳，而携程在人工智能、互联网技
术、服务等各方面的优势，可以助力河南在智慧景区建设等方
面实现很好的发展目标。

论坛上，王韦展示了与河南在生态旅游、高铁游、旅游扶
贫、中国功夫走向世界、民宿发展的合作方式。“今年跟河南做
了很多产品的分析，包括深挖重度体验产品、四个古串线游、
整体旅游等，我们将充分发挥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全球化等
方面积累的优势，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旅游产品与更优质
的服务体验。”王韦说。

【观点】

【专访】

河南省生态旅游招商暨文化产业项目洽谈会（河南省首届民宿投资大会）举行

全场座无虚席 嘉宾观点激荡

精品民宿展区前人头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