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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民宿？为什么是河南？老板们关心啥？

河南民宿发展之“三问”
【专访】

“当我们在谈论民宿时，我们在谈论什么？”4月 9
日，在河南省首届民宿投资大会上，宁波民宿产业协会
规划设计分会会长李照辉一开口便把观众带入了“民
宿”特定的剧情之中。

与很多人一样，李照辉也赞同民宿兴起背后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转变”，更认为民宿是文创行业。他说，文
创最重要的突出特点就是高附加值，比如一间民宿值
200块钱，经过我们文创的设计包装，可能会卖到1000
块、2000块一个晚上。

而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是，李照辉认为，做民宿不能
先谈情怀，而是要以做商业项目的心态去做。在做好民
宿项目的基础上，开发属于自己品牌的东西，将会衍生
很多的文创产品，如此带来的收入不经意间就超过客房
的产值。

李照辉以他的作品慈舍美学民宿为例说明了这
点。2017 年，慈舍美学民宿客房收入占全部收入的
53%，非客房收入占47%；2018年的时候已经悄悄发生
了变化，多半的收入来自非客房收入。“非客房收入是什
么？就是餐、茶、文创、活动等。”在李照辉看来，客房收
入有天花板，房间少卖得再贵收入也不会太多，但非客
房收入做得好会打破天花板效应。所以做民宿不只是
宿，而是要把民宿打造成综合性的生活空间，这是未来
民宿应该发展的道路之一，至少是方向之一。此外，还
要拓展民宿乡村优秀农特产品的城市售卖空间，做成优
质健康食材的城市餐饮体验和非标准化住宿的城市样
板。

要想做好一件民宿，背后的运营力更为重要。首先
要做好基本功，比如“三个凡是”，凡是客人看到的必须
干净整洁，凡是客人使用的必须舒适安全，凡是客人感
受到的必须热情周到。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这个民宿
一般不会太差。此外，要理直气壮卖情怀，还要做好关
键特色，挖掘属于你自己民宿的记忆，比如你一个好
菜、—碗好面或可爱的小动物。

民宿是文创行业
——访宁波民宿产业协会规划设计分会会长李照辉

短度假正风行
——访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

分会副会长赵铭熙

“这两年我一直在研究共生型‘短度假’旅游目的地
的课题，让这个旅游目的地成为民宿发展的一个热土。”
4月9日，在河南省首届民宿投资大会上，中国旅游协会
民宿分会副会长赵铭熙抛出了自己的观点。

赵铭熙口中的“短度假”，指的是具有“短时间、短距
离，高频次、高关联”特点的度假活动。从有关统计数据
看，目前国内旅游呈现主要方式就是“短度假”旅游。

“人们对‘短度假’的需求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空
间环境、人文情怀都有高要求，你看民宿大部分都是开
在自然环境特别好的地方，蕴含着主人文化和主人情
怀，这恰恰形成了民宿最绚丽的一抹颜色和最动人的一
首歌曲。”

赵铭熙建议，河南要进行经营模式变革与创新，鼓
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让城市里有情怀、有钱的人到乡
村去创业。他还认为，河南要打造“短度假”旅游目的
地，就要保护好自然环境和做好公共管理与服务，做好
产业的规划和主题包装的策划，打造一个更好的人文环
境，比如建设更多乡村博物馆；做好住宿业态和当地餐
饮业态等。

赵铭熙还提出了关于民宿产业扶持政策的建议，他
说，河南民宿招商引资的时候，尤其是在三四线城市短途
度假旅游目的地打造，需要引进民宿的时候，建议招商引
资政策区别对待，三三制。1/3靠“请”，邀请国内一线品
牌进来经营；1/3靠“引”，用好政策把河南走出去的精英
引回来创业；1/3靠“升”，提升整个民宿产业环境。

□本报记者 刘春香

近期，河南民宿的快速发展在全国引
起关注。2019年，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将
民宿作为乡村旅游、乡村振兴的主力军，
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助力当地打赢打
好脱贫攻坚战，在全国率先启动民宿资源
普查工作、加快出台支持民宿发展的意
见、制订民宿的标准。先期选择 30个重点
县、100 个乡村，新运营 100 个民宿品牌。
在 4月 9日进行的河南省首届民宿投资大
会上，主办方邀请全国各路民宿专家高手
共聚一堂，共商大计，合力推动河南民宿旅
游的发展。

一问：助力乡村振兴，河南
为什么选择民宿作为突破口？

省文旅厅负责人表示，乡村振兴是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事关全面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全局性、历史性任
务，作为文化和旅游人，如何在乡村振兴中
担当作为，我们认为应该大力发展乡村旅
游。发展乡村旅游，切入点在什么？就是发
展乡村民宿，乡村民宿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
要的渠道，是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内容。

4月 9日下午，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
与精品酒店分会发布的《2018年全国民宿
产业发展研究报告》，用数据印证了以上论

断。数据显示，乡村民宿已成为脱贫攻坚
的重要抓手。在途家平台上，河南贫困县
乡村民宿增速抢眼，是 2017年的 15倍，栾
川县的增速在20倍。

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
会会长张晓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民宿的发
展之所以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是
因为民宿不仅仅是一种住宿业的不同，也是
一种旅游业态的创新，更是一个全新的社会
性产业。它既有产业性，又有事业性，既有
经济功能，还有社会功能。最重要的是在乡
村振兴、带动群众致富方面的功能。

二问：大规模签约民宿项
目，为什么是河南？

“把不可能变可能，河南做到了。”张晓
军高度评价河南的民宿发展速度。

从 2018年 10月到2019年 4月 7日，河
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中国旅游协会民宿分
会，共同策划组织了至少十批次 200位“全
国民宿大咖走进河南”系列活动。张晓军
说，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活动在全国民
宿行业是史无前例的，不仅有形式上的创
新，更有力度上的创新。但经过持续的努
力，我们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办成
了。考察、洽谈、签约、投资，到目前为止，
已经签约的项目是 44个，而且根据不完全
统计，洽谈中的项目不下于 100个，已经落

实的金额将近 50亿元，带动的乡村至少有
200个。这样一个庞大的投资项目群，这样
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的产生，真的是创造
了一个新的民宿行业河南现象。

“我们要搞三大战役，实现整个大别
山、伏牛山、太行山的乡村振兴，使河南乡
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要靠民宿。”省
文旅厅信心十足。

这样的信心和布局，让我们有理由相信，
河南民宿的十里春风，能温暖更多人的心田。

三问：民宿品牌落户河南，
最关心什么因素？

在下午的民宿大会专题讨论环节，主

办方邀约千里走单骑、唐人唐乡、原乡里、
燕海旅业、乡志等多家知名民宿品牌或投

资集团的负责人，聚焦一个问题：“吸引优

秀的民宿品牌落地河南，老板们最关心的

因素都有哪些？”

“安全”！

嘉宾们不约而同提到了这两个字。

其中，首要的是用地性质的安全。

千里走单骑，业界大牛，作品是把大

理杨丽萍的家改造成了千里走单骑杨

丽萍酒店，单价令人咂舌，却仍令人趋

之若鹜。其负责人李一兵直言不讳地

讲，民宿用地性质不外乎两种，要么乡

村集体建设用地，要么村民的用地，如

果不把用地的合理性解决好，很多东西

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浙江已经有了

好的解决方式。

嘉宾们纷纷表示，民宿企业的安全感

还来自于长期稳定的政策、友好的营商环

境、给力的政策扶持。另外，民宿证照的合

法化也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作为一个外来的机构，想要进入到乡

村，唐人唐乡负责人侯洁语出惊人：排在第

一位的，是需要一个战斗堡垒性的村“两

委”。他进一步解释，需要有一个团队和他

们融合在一起，情感上共融、共享，最直接

地推动就是村“两委”。其次才是交通、区

位优势、周边流量等考量。

你睡过山，睡过海，睡过云吗？
——未来，河南一拨儿网红民宿让你挨个儿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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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春香

小而美的文艺范儿，咱有

“怪不得人家做民宿，瞧瞧这词儿写
的，看了就想去。”在投洽会上精彩亮相的
精品民宿展板区，这两天秒变网红打卡
地，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过云山居曰：你睡过山，睡过海，睡过
云吗？

三生一宅曰：老宅檐下守清梦，闲敲
棋子活三生。

春风十里曰：春风有你，我愿多走十
里。

果真是文艺范十足。
此次投洽会文旅展区直观展现了河

南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众多精品民宿
投资项目。其中，有已经可以体验的民宿
项目，有正与河南积极接洽的28家中旅协
会民宿分会成员单位，还有 44家落地签
约民宿项目。从中不难看出，河南民宿的
明天将光彩夺目。

各地本土民宿品牌异军突起，在我们
引入全国各地优质民宿品牌的同时，在我
们政府大力推动的同时，河南各地本土的
品牌也逐渐发展，比如焦作云上的院子、
鹤壁灵泉妙境、栾川的慢居十三月、辉县
的三湖小镇等民宿，已有相当多的粉丝。

去年以来，在政府推动下，不少外地

投资商在河南投资民宿发展，这其中，就
有新县丁李湾民宿、鲁山县赵村镇桑盘村
民宿等项目。

鲁山县赵村镇桑盘村是深度贫困村，
但生态优良。一个村一次性与四家公司
签约开发民宿，总投资 4亿元。不久的将
来，元居·花舍、龙潭隐居、桑盘·织女家、
桑盘·芥子居等乡村民宿将渐次登台。

在操盘手鲁山县副县长翟传鸣的谋
划中，以乡村文化为灵魂，以文旅资本为
动力，以外来智慧为支撑，以集聚发展为
手段，未来将桑盘村打造成文旅融合、乡
村振兴的典范。“我们在民宿的建设中，还
推出了‘寻找乡村工匠’行动，找回老匠
人，复活老手艺，培育‘桑盘十二匠’：石
匠、砖匠、瓦匠、铁匠、银匠、木匠、篾匠、花
匠、画匠、丝匠、粉匠、鞋匠。桑盘十二匠
参与前期民宿打造和后期表演，与游客深
度互动。”

“在济源，民宿竞相发展，目前有1200
多家规模不一的旅游民宿。”济源市旅发
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刘慧华告诉记
者，其中有愚公移山实践基地的愚公人
家，有王屋山下的禅意民宿小十坊院、三
线建设主体的兵工酒店，有七仙女故事的
爱情主题民宿，有花溪客居驿站、小有洞
天养生谷、十方禅院等多家民宿，各有特
色，渐次走红，并且优质民宿正在带动农
家乐自觉提档升级。

除此之外，花石民宿正在紧锣密鼓建
设，万佛山民宿即将开建，民安公司开发
的天路山村民宿签约落地。

整村开发的民宿小镇，咱还有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民宿是个小而美
的概念，但广州素描文化董事长闫彦磊
却不这样认为。“其实民宿也可以很大”，
其负责的广州从化米埗村民宿小镇项
目，有 350间房，是国内至今为止一次性
开发体量最大的民宿小镇。不久的将
来，河南也将有这样的民宿“大块头”。
目前其团队已经与云台山达成合作协
议，进行整村连片开发，连片打造，做出
民宿小镇，民宿乡落，借助民宿产业业基
金，一次性 200平方公里进行开发，区域
民宿产业发展一次成型。在与云台山的
合作规划里，同步启动了对青龙峡景区
的民宿发展规划功能。

他说，这相当于真正地给这个村注入
了产业，我们讲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第
一要素，我们民宿把它做成产业，做成乡
村振兴的一个产业。

“希望未来这里的每一家民宿，都是
消费者心中的老家”。著名民宿品牌唐乡
的这句寄语，道出了民宿与河南、与老家
的动人情感链接。

【观察】

焦作市修武县陪嫁妆村民宿

济源市
万佛山禅修
小镇民宿

洛阳市
嵩县三合村
民宿

新乡市辉县沙窑乡水寨窑村民宿

洛阳市栾川县陶湾镇静水山居民宿

焦作市修武县云上院子民宿

开封市西姜寨思嘉民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