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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香
“河南省大力发展智慧旅游，提升

文化旅游体验，提高科学管理水平，涌
现出了互联网+龙门、智能云台山、唐
宫夜宴等一批优秀的智慧景区和文化
旅游产品，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在4月7日召开的全国“互联网+旅
游”发展论坛上，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
员、副部长杜江对河南在智慧旅游的成
绩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之所以
选在河南举办此次论坛，就是希望大家
有机会分享河南好的做法和好的经验。

智慧旅游走在前

近年来，我省紧紧围绕“数字中国”
的发展目标，从景区抓起，按照“根扎
实、线连通、网织好、数用活”思路，自上
而下做引领、自下而上做实施。

从2000万元到4000万元，省财政
拿出的智慧旅游奖补资金一直在增长；

从 30家到 75家，多家景区获得钻
级智慧旅游景区，更好地满足了大众的
旅游体验；

从2018到 2021年，已连续四年举
办全省智慧旅游大会，为智慧旅游发展
搭建平台；

从抖音到快手到携程，几乎所有互
联网在线旅游企业都落户河南，新营销
手段花样翻新。

正是因为遵循了“互联网+旅游”
的发展规律，老家河南越来越时尚，不
断在“出圈”，文旅融合的路径越走越
宽，“智慧旅游走在前”的发展目标逐步
实现。

时间倒推到 2018年，在第一届河
南智慧旅游大会上，文旅部的相关领导
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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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至今日，河南对这一问题给出了
响亮的回答，强化信息化服务，充分抓住

“互联网+旅游”的浪潮，游客对河南的满
意度越来越高，体验感越来越好。一批
批文旅数字经济成果，在中原沃土涌现。

请主力军进入文旅主战场

正如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所
说的那样，旅游业是一个市场化程度非
常高的领域，谁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对美好旅游生活的新需求，谁就是主力
军。

我省文旅系统秉承平台思维，请主
力军进入主战场，不断提高市场声浪，
实现从线上流量到线下客流的突破。
在不断扩大网上影响力的同时，将线上
流量成功转移到景区等各旅游企业，带
来实实在在的游客。以老君山为例，
2020年全年主营收入 2.96 亿元，相比
2019增加64.28%。

2020 年，省文化和旅游厅举办文
旅创作者大会，总传播量超74亿；举办
河南（洛阳）快手网红文旅大会，河南文
旅相关视频播放量接近 41亿，点赞接
近 1 亿；举办“老家河南·清凉一夏”
2020河南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合作
各县区旅游总人次同比增长 41.81%，
旅游交易额同比增长43.66%。

抓住机遇，不退反进。疫情不但没
有阻挡河南前进的脚步，反而加速了河
南智慧旅游时代的到来。“根据携程集团
数据显示，2020年 1月1日-2020年 12

月31日，河南国内旅游收入同期恢复率
85.27%，同期恢复率全国排名第一。”携
程集团CEO孙洁在2021全省智慧旅游
上分享了河南市场骄人的数据。

互联网助力文旅腾飞

今年的河南智慧旅游大会，参会的
互联网公司可谓是“明星阵容”。阿里
巴巴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移动联
通电信三大通信运营商以及中国铁路
网络有限公司、中国民航信息网络股份
有限公司等悉数到场。携程、百度、头
条、快手、美团、哔哩哔哩、小红书等头

部企业，以及杭州海康微视数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首望体验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深微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中科
花域科技有限公司、酷旅投资有限公
司、慢享文化产业集团、北京中原好泰
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互联网公司“群贤
毕至”。

5G时代，所有的企业都希望能借
互联网赋能，互联网巨头抢占了绝对流
量的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互联网
公司正在破土而出努力生长，得到政府
扶持。中科华豫科技有限公司是其中
的代表。公司以“鹿邑老子故里”为代

表的全域智慧景区及“旅游+美丽乡
村”智慧乡村解决方案，形成显著标杆
效应。该公司董事长刘岩信心满满，表
示将深耕河南，助力更多景区插上互联
网的翅膀。

广搭平台推动更多成果落地

今年的河南智慧旅游大会，省文化
和旅游厅公布了2021年智慧旅游创新
应用征集活动评选结果，共评选出优秀
解决方案、优秀创新成果、优秀成功案
例各10项，共30项。

这不禁让人好奇，作为行业主管部
门，省文化和旅游厅征集这些方案，要
在哪里使用呢？有什么初衷？

“征集这些方案，最主要是为了让我
们河南的景区开阔思路，多了解一些解
决方案。”省文化和旅游厅信息中心主
任李全民释疑，每个景区在不同的发展
阶段，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很多时候，
景区并不知道找谁，更快更好地解决问
题。因此，为了让企业有更多的选择，省
文化和旅游厅通过征集的方式，吸收创
新成果和案例，找到一些成熟的经验，帮
助景区等文旅单位与互联网企业对接。

此次筛选出的方案，涵盖防疫抗
疫、平台建设、智慧景区、智慧旅行社、
智慧酒店、智慧博物馆、智慧图书馆、智
慧文化馆、智慧美术馆、文物活化、数字
文化等多个方面，不少单位就此与河南
结缘。

4月 7日，北京守望体验科技有限
公司和嵩山少林寺武术馆签约，达成合
作意向。

北京首望体验科技文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助理吴姜澔介绍说，公司的核心
产品是 720度高沉浸感的虚拟现实影
院，未来，少林武术的精彩表演将与环
幕相结合，打造出一个真实又虚幻的世
界，给观众身临其境的梦幻感受。

当天，“河南文旅预约码”正式上
线、全国首个省级旅游云集散中心建
成，一系列新成果新成就为后续发展铺
就道路。

未来已来。“怎么把文化活化起
来？怎么能把文化传播出去？就是要
靠科技，靠数字化。”省文化和旅游厅厅
长姜继鼎表示，我省将抓住互联网浪潮
机遇，为大众旅游打造更多的美好生活
场景！

全力发展互联网+旅游 河南心中有“数”

4月 5日发布的《2021携程春季旅
行大数据报告》显示，国内旅游市场的
复苏趋势明显，河南博物院上榜清明
十大热门景区，一时间引起热议。

事实上，河南博物院自去年9月重
新开放以来，多次登上微博热搜。网
红文创产品“考古盲盒”“钱币巧克
力”“仕女乐队”等精品文创产品销量
大增。再加上“唐宫夜宴”节目走红以

后的引流，河南博物院的热度一直不
减。

正是抓住了青少年富有好奇心、
求知欲强的天性，抓住了适应青少年
圈层化交往、网络化生存、个性化表达
的特征，河南博物院运用创新主题研
学、游戏动漫、职业体验等方式，增强
了考古成果转化的时代感、吸引力，实
现了文化的新表达。

河南博物院：上榜全国十大热门景区

景区是游客体验智慧旅游的主要场所，河南把智慧景区作为智慧旅游发展的突破口，推动景区先做

起来，先干起来，成效显著。如今，老家河南已经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地。

4月 7日，多名体验者在龙门石窟的
展厅前，体验全国首家“互联网+”智慧景
区”的新玩法。

点击“智游龙门石窟”小程序，映入眼
帘的是设计具有独特浓郁的龙门风格
开屏页面。页面以古韵水墨地图的形式，
生动展示龙门石窟景区的风貌特征。“智
游龙门”小程序将景区景点导览、旅游线
路规划、语音讲解、快速寻找景区服务设
施等游客在游览中所需求的各种服务功
能，与实景地图进行连接打通，使龙门石
窟线上线下的游客体验更加丰富和完善。

还有更好玩的，是龙门石窟 AI智能
导游。景区将奉先寺“阿难”佛像生动拟
人化，让 IP形象在线上线下游览的体验
中贯穿全程。它不仅可以与游客互动聊
天，还可通过语音问答的方式为游客导览

路线等各类服务。
龙门石窟最核心的景观是卢舍那大

佛，但因文物保护等多种原因，游客被栏
杆挡住，只能远观而不可近看。想看得更
细怎么办？一些佛像风化严重，色彩已经
黯淡，想看看他们之前的“盛世容颜”怎么
办？

龙门石窟用 VR 体验满足了游客的
期待。戴上设备，奉先寺虚拟场景就让游
客迅速沉浸其间。

此外，通过技术手段，景区还对观音
像进行虚拟修复，游客打开手机扫描二维
码，栩栩如生、光鲜亮丽的观音像就呈现
在眼前。与此同时，景区还在网上推出了
《龙门的色彩》涂色本，让年轻人通过自己
的画笔为佛像着色，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
龙门文化。

通过一系列的创意，龙门实现了从
“文物研究”到“科技活化”的转变。通过
图、文、音、像的互联网方式将历史活化并
展现在游客面前，在“互联网+文化创意”
方面，实现了从“复制”到“原创”的转变。

龙门：想看佛像的“盛世容颜”？安排！

最美观音像虚拟修复

从 2006年开始进行数字化景区的
规划建设，云台山景区投资 200亿元，
建立了 16个子项目，主要围绕让游客
满意进行。

游客的反应怎么样？云台山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劲松
说：“今年，云台山十天时间在线销售40
万张，如果没有智慧景区平台支撑，是

不可以想象的，也足见游客对云台山的
欢迎程度。”

冯劲松还介绍，如今，景区跟游客
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不少游客参与景区
的管理、服务和决策过程中。今年景区
的音乐节邀约的明星，都是游客投票

“海选”出来的。

云台山：音乐节请哪个明星来？游客来定

云台山智慧旅游围绕让游客满意展开

如今的旅游行业，沉浸式是个热词。
其实，早在1998年，刚开业的清明上河园
就因沉浸式体验，轰动全国。景区以宋文
化 IP为主题，通过人们喜闻乐见的穿越、
离奇、逗趣形式，营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宋
文化深度欢乐体验之旅，可以说是开创了

我国人文景区沉浸式智慧旅游的先河，开
启了游客深度互动体验的新模式。

如今，在我省的建业电业小镇、方
特、银基等多家景区，越来越多的沉浸
式、互动式旅游方式以及新业态得到游
客青睐。

清明上河园：首开沉浸式旅游先河

新玩法新看点“后浪”爱上新河南

4 月 7 日，在全国“互联网+旅游”发展论坛暨
2021河南智慧旅游大会上，飞猪全透明直播间展台
成为现场亮点。

直播现场，多位河南知名景区的资深讲解大咖
空降飞猪直播间，和明星导游一起全天8小时不间断
直播讲解河南文旅，唐宫夜宴小姐姐也惊喜亮相直
播间，舞蹈编导给观众讲述了很多背后的创作故
事。新奇有趣的方式不但吸引了直播间观众，在现
场也引起了围观。

据了解，飞猪3月初就上线“豫约花季河南”专属
页面，本次直播过程中，飞猪联合平台商家准备了低

至5折的门票、酒店、度假产品特别放送，宣传河南旅
游文化，沉淀优质内容，提升河南旅游文化的社会影
响力。

展会现场直播间外，飞猪跟河南景区的小伙伴
们在新媒体上也玩起来了。在飞猪的直播预告微博
下，云台山惆怅表示：“我是带个猴来，还是扛个瀑布
来，还是背个山来？”龙门石窟也犯难：“1500余年历
史、2300余座窟龛、10余万尊造像，我从哪里开始讲
呢？”网友忍不住调侃：真是实力凡尔赛啊！

截至目前，包括飞猪在内的各直播平台，吸引了
1665万人次围观本届河南智慧旅游大会。

“互联网+旅游”怎么玩？“年

轻人都爱咋玩？”围绕这些问题，在

全国“互联网+旅游”发展论坛暨

2021河南智慧旅游大会上，各位

嘉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在飞猪上，我们有超过60%的用户是95后，从去
年的国庆出游数据可以看到，90 后过节出游占比

63%，但单价同比提升了25%，年轻人成为在线消费
的主体。伴随着主体年轻化，最大的特征是消费更加
个性化，千人千面。各种主题IP成为后浪消费中值得
关注的关键词。此外，电竞酒店在去年国庆期间增长
了 46%，房车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1800%。整个行
业趋势也从过去的性价比驱动转向为消费驱动。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飞猪旅行总裁庄卓然：

房车成交额增长1800%

很多人感叹，晚上刷抖音，刷着刷着天亮了。时
间去哪了？其实基本贡献给了短视频，短视频贡献

了全网4.1%的增量。现在的传播回到了人最自然交
流的状态，情绪化，朋友圈传播能力强。所以，大家
发现你在抖音上播放花了 50万元、100万元做的宣
传片没人看，但是一个景区的片段在抖音上就会有
上亿的播放量。老君山的雪景走红视频，其实不过
10秒而已。

北京字节跳动政务合作副总经理贾临远：

老君山走红雪景视频10秒而已

小红书因为“种草经济”而闻名，最大的独特性

在于，小红书用户发布的内容来自真实生活的体
验。用户在线上“种草”，云逛街，然后去线下“拔
草”，最终回到线上继续分享，形成互动。由此形成
了“种草”的正向循环，实现了生活的在线化对线下
消费的反哺。

小红书公共事务部总经理熊键：

从“种草”到“拔草”已经形成闭环

中国 24 岁以下的年轻人们最喜欢 B 站，他们
在 B 站使用时长平均 75 分钟，这里面还不包括游

戏时间。他们喜欢在这里互动，因为我们有独特
的弹幕，我们也提供多样化的服务，视频、广告、
电竞、电商、专栏，这些足以给年轻人提供丰富的
世界。B 站也是国内最大的传统文化爱好者聚集
地，年轻人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传统文化的
喜爱。

哔哩哔哩公共事务总监雅心：

24岁以下的年轻人喜欢B站

1665万人次围观今年河南智慧旅游大会

时间都去哪儿了？
给了短视频

刚刚晋升为5钻级智慧景区的太行大峡
谷，为游客提供便捷的入园服务

《唐宫夜宴》助力河南博物院“火上加火”

清明上河园门前游客扫码入园

从2018年到2021年，我省连续四年召开智慧旅游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