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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风景在路上，最好的旅游在服务。通过实施旅游交通畅达工程、智慧旅游
支撑工程、旅游设施提升工程等，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优化文化旅游强省的环境，
营造“人人都是旅游形
象，处处都是旅游环境”
的良好氛围。③9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 温小
娟）5月 11日，记者从全省文化旅游
大会获悉，到 2025 年，我省将实现
全省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 4 亿人
次，年经营总收入3000亿元。

大会从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
给、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强化乡
村旅游要素支撑三个方面安排部署
工作任务。

其中，在丰富乡村旅游产品供
给方面，大会提出，要依托城市、景
区集聚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在城市
周边打造近郊乡村游憩地。依托精
品民宿打造高端乡村旅游目的地。
到 2025年，创建 1000家星级民宿、
建设500家研学基地、500家养生养
老基地。大力发展生态休闲、森林
度假、运动健身等业态。依托现代
农业打造乡村田园综合体。利用新
郑大枣、灵宝苹果、温县山药、信阳
茶叶、鄢陵花卉等特色农业资源，打
造一批休闲农业精品园区。

要想在乡村旅游中有满意的体
验感，完善的基础设施、优美的乡村
环境等都是关键环节。在提升乡村
旅游服务品质方面，大会明确提出，
完善乡村旅游基础设施，打通全省
涉及乡村旅游景区(村)的“最后一公

里”。推进乡村旅游“厕所革命”，开
展乡村环境“绿化、美化、亮化”提升
改造工作。支持资源禀赋好、基础
设施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的乡
村旅游点申报 A级景区、旅游度假
区、特色小镇。推动淮阳太昊陵庙
会、浚县古城庙会、宝丰马街书会等
传统文化节庆活动提质升级。到
2025年，打造50个乡村旅游示范县
(市、区)、200 个生态旅游示范乡
(镇)、1000个乡村旅游特色村。

融资难和用地难一直是制约乡
村旅游发展的瓶颈，大会在解决这
两项问题方面作出具体安排。在融
资方面，建立河南省乡村旅游整村
授信信息平台，支持乡村旅游企业
依法合规发行旅游产业专项债券、
短期融资券等非金融债券融资工
具，进行直接融资。鼓励和引导民
间投资通过 PPP、公建民营等模式
参与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和运
营。在用地方面，明确对乡村旅游
项目用地实行点状供地政策，鼓励
采用离地高架方式建设旅游固定设
施，该类设施建设用地可不办理转
用和土地征收手续。支持以出租、
合作方式盘活集体、个人闲置房屋、
宅基地等资源。③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5 月 11
日，记者从全省文化旅游大会获
悉，会议提出了 7项激发文旅消费
潜力的主要任务，以促进文旅消费
市场繁荣。

当前，夜间经济成为城市复兴、
经济增长与文化创造的新引擎。会
议提出鼓励发展夜间文化和旅游经
济。到2022年，要建设30个省级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挖掘各地历史
文化内涵，创办和提升一批夜游主题
活动，优化文化和旅游场所的夜间餐
饮、购物、演艺服务。

加 快 推 动 文 化 和 旅 游 业 复
苏 。 对 旅 行 社 暂 退 现 有 缴 纳 额
80%的服务质量金，落实文化和旅
游企业租金减免、税收优惠政策，
延长办理文化和旅游企业社保业
务期限。

随着消费迭代升级，游客更加
注重舒适的体验、愉悦的享受需
求。大会明确提出，要丰富文化和
旅游消费产品供给。到 2022年，培
育 10 个以上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
文化和旅游演艺项目。积极创建国
家 5A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推动景区扩容提质；创新推动产业
融合发展，促进文化和旅游与工业、
体育、康养、教育、科技、农业融合，
重点打造文化创意基地和发展体育
旅游、康养旅游、研学旅游等项目。
打造一批红色经典景区，积极发展

以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别山
精神为代表的红色旅游。

推行文化和旅游消费惠民措
施。继续推动国有景区门票降价，
鼓励景区结合实际推出门票减免
等优惠措施。组织文化和热游消
费季、消费月、数字文旅消费体验
等活动。

优化文化和旅游消费环境。
到 2022年，建设 100家钻级智慧景
区，国家 5A 级景区全面实行门票
预约制度。文化和旅游消费场所
互联网售票和 4G/5G 网络覆盖率
超过 90%。对公共文化服务场所
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全面营造优质
的消费环境。

推进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示
范工作。到 2022 年，建设 30 个省
级 文 化 和 旅 游 消 费 示 范 县 (市 、
区)、10 个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区。支持开封等
创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
市，支持郑州、洛阳创建国家文化
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推动试点、
示 范 城 市 建 设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积极创建国家文化产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促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

此外，大会还提出要完善文化
和旅游消费保障措施。用好各类
资金支持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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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温小娟 刘春香

5月 11日，全省文化旅游大会明确提出了两个目标：到2025年，将河南打造成为
全球探寻体验华夏历史文明的重要窗口、全球华人寻根拜祖圣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旅游目的地、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到2035年，文化旅游空间布
局更加优化，综合效益进一步提升，形成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综合实
力位居全国前列。

河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历史典故、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致数不胜数，是中华文明
主要发祥地和黄河文明中心。自然山水“南秀北雄”，地貌特征多样，自然生态景观丰
富多彩。在文旅融合新时代，如何立足资源优势，加快文化旅游强省建设？大会描绘
了清晰的“蓝图”。

找准河南核心优势，以黄河、古都、大遗址、大运河、功夫等为代表，通过建设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沿黄生态廊道、古都古城风貌再现工程、大遗址文化旅游圈、大运河文
化公园、中国功夫体验基地等重点项目，塑造一批享誉世界的标志性文旅品牌。

其中，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方面，明确要求高标准编制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规划，实施黄河文化标识工程，打造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独特标识的地标体系。

当前，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到此一游”，更喜欢深度游、休闲游，更追求个性化、差异化，
因此，要推动文化旅游与其他行业融合发展，让文旅业态多样化、发展全域化，为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的文旅产品。

大会提出，从推动景区度假区提档升级、建设特色文旅小镇、加快文化资源创新
利用、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促进文化旅游产业跨界融合等方面下功夫，全面优化产业
产品体系。

壮大市场主体。依托省文化产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组建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以
完善旅游服务设施、撬动社会资本为重点任务，拓展投融资渠道。培育一批竞争力强
的文化旅游龙头企业。

强化品牌营销。加强顶层设计，叫响“老家河南”等对内对外宣介品牌，针对重点
客源市场开展精准营销。创新宣传手段，制作旅游形象片、宣传册，推动旅游宣传进
酒店、进机场、进车站，上手机、上电视、上网络，形成立体宣传新格局。

加强交流合作。引入国际高端节会，实施“引客入豫”工程，推动河南文化旅游走
进重点客源地。

提振文化旅游消费。落实职工带薪休假、错峰休假制度。推动重点国有景区适
度降低门票价格，鼓励通过旅游一卡通、电子消费券等措施，拉动旅游消费。

构建“一带一核三山五区”
文化旅游发展布局

关键词

“一带”建设体现中华悠久文明的黄河文化旅游带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民族品格和时代价值，建设沿黄河旅游风景道，依托重

要文化遗存打造具有鲜明黄河文化标识的项目，推动黄河文化活态传承，使黄河文化
旅游带成为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精神地标和情感纽带。

“一核”建设全球知名的郑汴洛国际文化旅游核心板块
聚焦中华历史文化主题，以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为龙头，以城际轨道交通为支

撑，推动郑州、开封、洛阳文化旅游资源全面整合，以文旅小镇、主题公园、大型演艺
为主要载体，把郑汴洛板块打造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旅游目的地。

“三山”建设主题鲜明的太行山、伏牛山、大别山自然生态和红色旅
游景区

依托太行山独特地质地貌，打造国际化户外运动探险旅游区。依托伏牛山良好
生态系统，打造国民休闲旅游度假地。依托大别山红色文化和绿色生态资源，建设全
国知名的红色生态旅游目的地。

“五区”建设以中原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地理空间相互衔接、资源
优势融合互补的五大特色文化旅游区

以寻根拜祖为主题的天地之中河洛文化旅游区，展示中华民族精神图腾的上
古殷商文化旅游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品格的老庄元典文化旅游区，连陕通晋、承
东启西的黄河金三角文化旅游区，体现汉风楚韵的丹江卧龙文化旅游区。

建设“六大”标志性重大项目关键词

优化产业产品体系关键词

培育多元开放的文化旅游市场关键词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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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 刘春香）5月
11日，记者从全省文化旅游大会上获悉，
会议通报表扬了 33个先进典型，包括全
域旅游示范区、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区、
文化旅游先进企业。

近年来，我省文化和旅游业快速发
展，全省文旅系统涌现出一大批开拓进
取先进典型。为进一步激发全省文旅系
统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经省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
导小组研究，决定对巩义市等 10家省级
全域旅游示范区、郑州（中牟）国际文化
创意产业园区等 10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区、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等
10家文化旅游先进企业予以通报表扬；
同时，对 2019年 9月文化和旅游部正式
认定并公布的我省 3个首批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修武县、新县、济源市给予表
扬。③8

这33家单位
被通报表扬

我省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修武县 新县 济源市

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巩义市 栾川县 嵩县

汝州市 林州市 淇县

博爱县 鄢陵县 西峡县

信阳市浉河区

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区

郑州（中牟）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开封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

洛阳市老城区

登封市嵩山少林文化旅游区

禹州市钧瓷文化产业园区

新县大别山文化旅游区

栾川县乡村文化旅游区

周口市淮阳区太昊陵文化旅游区

镇平县玉文化产业园区

济源市王屋山文化旅游区

文化旅游先进企业

郑州华强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开封清明上河园股份有限公司

洛阳龙门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林州市红旗渠风景区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司

云台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省杂技集团有限公司

济源市文化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河南省中豫文旅投资有限公司

我省加快乡村旅游建设
到2025年，实现全省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4亿人次

点亮“夜经济”提振文旅业

到2025年我省将

实现全省乡村旅游年经营总收入 3000亿元

创建 1000家 星级民宿

500家 研学基地、 500家 养生养老基地建设

50个 乡村旅游示范县(市、区)、 200个 生态旅游示范乡(镇)、打造

1000个 乡村旅游特色村

到2022年我省将

建设 30个

培育 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文化和旅游演艺项目

100家 钻级智慧景区，国家5A级景区全面实行门票预约制度建设

30个 省级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县(市、区)、建设

10个 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

10个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