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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嵩县爱你”——嵩县文旅短视频大赛
活动时间：9月 20日—11月 20日
活动地点：抖音、快手短视频平台

●伏牛山金秋红叶节
活动时间：9月中旬—10月上旬
活动地点：白云山、天池山、木札岭、卧龙谷

●中国（嵩县）第三届二程理学当代价值
高层论坛暨首届二程理学研究成果“双
年奖”评选活动
活动时间：10月 16日—17日
活动地点：嵩县县城

●嵩县金秋银杏观赏季
活动时间：10 月下旬—11
月中旬
活动地点：白河镇下寺村、
五马寺村，白云山

●德亭镇老道沟乡村文化
旅游节
活动时间：9月 15日—10月 30日
活动地点：老道沟景区

●天池山定情节
活动时间：9月下旬
活动地点：天池山

●嵩州明月明——嵩县首届乡贤文化节
活动时间：9月 20日
活动地点：嵩县阡陌桑田公司基地

●“嵩县爱你”——嵩县民间美食寻访季
活动时间：9月—10月
活动地点：嵩县县城

2021年河洛文化旅游节
嵩县系列活动（8项）

9月 15日，“祖国，嵩县爱你”嵩县文
旅工作大会上传来消息：嵩县将从9月20
日起，面向全国推出以“嵩县爱你”为主题
的一系列文旅活动，邀请全国游客畅游嵩
县，感受“嵩县爱你”的心动与惊喜。

捧出景区免票大礼
大声喊出“嵩县爱你”

“嵩县爱你”系列优惠活动

活动时间
9月20日—11月20日

景区免门票

活动对象
北京、郑州、洛阳、焦作入嵩游客

民宿打五折

特产打八折

驿站式服务

所有A级景区对游客免门票

嵩县宾馆、民宿可享受5折优惠

购买嵩上好礼特产可享8折优惠

在全县10个旅游驿站内，为游客提
供休息、茶水、药品、咨询等贴心服务

□张莉娜

中原大地，沃野流金；黄河之滨，文化芬芳。
近日召开的河南省委工作会议指出：全面实施文旅文创

融合战略。塑造全域旅游主题形象，打造国际级黄河文化旅
游带，谋划建设休闲康养基地，发展特色鲜明的全链条文创产
业，壮大文旅文创市场主体，加快推进文化强省建设。

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的新时代，嵩县该如何抢抓战略机遇，助推文旅融合高质
量发展？如何坚定文化自信，创新讲好新时代的嵩县黄河
故事？

9月 15日，“祖国，嵩县爱你”嵩县文旅工作大会召开，
会议确定了“嵩县爱你”的城市宣传口号，擘画了嵩县文化
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蓝图。

关键词 “全域旅游”花开遍地
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济”

把强县和富民统一起来，把改革和发
展结合起来，把城镇和乡村贯通起来。

嵩县贯彻落实县域治理“三起来”要
求，倾力发展全域旅游，是在融入新发展
格局中找准定位、彰显特色、激发活力的
战略抉择，也是要把绿水青山建得更美，
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大，实现百姓富、生态
美、县域强的有机统一。

伏牛山将灵秀赐给了嵩县，陆浑湖将
灵动赋予了嵩县，两圣人将文脉传给了嵩
县。嵩县依托山水、中医药、理学文化等
优势资源，把创意、设计、数智元素充分融
入，打造了一批更具知名度、亲和度、美誉
度的独特标识，推进大文旅、大健康和乡
村振兴深度融合，让“全域旅游”花开遍
地，美丽风景变身“美丽经济”。

关键词 叫响“5A嵩县·全域旅游”名片
展现嵩州版“富春山居图”

围绕“一心两翼三片区”城乡统筹发
展格局，持续叫响“5A嵩县·全域旅游”全
国名片，构建“一点多廊”生态格局，形成

“三环叠翠”生态绿屏，全景展现“一山一
水两圣人”、路网相连、城景相连、景景相
连、业业相连、乡村旅游百花齐放的嵩州
版“富春山居图”。

体验伏牛山“一山”
积极参与组建伏牛山旅游联盟，创办

伏牛山旅游服务中心，布局车村、白河康
养游、红色游、度假游业态，白云山、木札
岭纳入伏牛山国家旅游度假区核心区域，
创建天池山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融 7条旅游环线，发布 3个伏牛山精
品旅游全攻略，让精品民宿次第花开、伊
河上下联动交融、采摘食疗相映成趣、“三
环叠翠”醉人绽放，助推“百里伏牛”成为
胜地。

感受陆浑湖“一水”
陆浑湖畔、伊河岸边布局建设游客服

务中心，深挖传统文化内涵，开发大型山
水实景演艺，体验十三朝古都深厚底蕴，
激发“旅游+演艺”巨大潜能。届时，东行
伊尹文化长廊，感受山水文化交融神韵；
西跨嵩州古城，倾力打造高都川“青春晚
8点”“亲水不夜城”；踱步叠翠山，尽情享
受康养时光；漫步玉泉山，穿越别样高山
森林；驻足凤凰岭，开启幸福人生之旅；屹
立三涂山、大禹山，看三山对峙，览伊水碧
波，品味涂山大禹故事；徒步马驹岭，体会
淳厚乡村风情；静观陆浑潮涌，尽览一山

烂漫风景。
擦亮“两圣人”名片
全方位挖掘伊尹文化、二程文化内

涵，传承弘扬理学文化、汤药文化、饮食文
化，重点建设伊尹文化园、二程文化园、明
道书院，打造文化精品游，体验特色研学
之旅，延续历史文脉、讲好黄河故事。建
设伊尹文旅康养小镇，以“名相、名医、名
厨”为主线，将“玉皇山、陆浑南岸和空桑
涧伊尹文化”三者有机结合，建设伊尹文
化广场、扩建伊尹祠，打造融历史保护、民
宿旅游、膳食疗养、科普研学于一体的中
原特色文旅目的地。持续办好二程理学
文化论坛，推广二程当代教育法，让“二程
理学”的文化之光再度绽放。

乡村旅游“百花齐放”
从县城核心启航，精心打造陆浑湖伊

河生态区，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精细化
管理建成区，城市小游园变身精品景点；
精致打造环县城绿色屏障，以商贸“加速
度”点燃高都“不夜城”，实现城景相连、水
路相连、业业相连。

走进美丽乡村，手绘小镇、天桥沟、龙
潭沟、森林人家、石头部落、老道沟、大王
沟等展现“乡村美”、留住“乡土味”；嵩州
古城、陆浑故城、理学田湖、银杏白河、白
云小镇、黄金小镇、天池小镇、皂角小镇、
万氏佳城、大坪花海、旧县老家等16个特
色风情集镇仿若画卷。让 7条生态廊道
花开遍野，25个乡村旅游特色村充满自
然情趣，10条沟域生态经济瓜果飘香。

关键词 完善六大要素 加速提档升级

吃：高档宾馆吃南北，农家宾馆尝百
味，大排档里品百态，露营烧烤享野趣。

住：陆浑湖畔揽星河入梦，云合山间
醉林海苍郁。依山、傍水，土石、瓦房，在
乡土中遇见田园。

行：穿云中最美高速，一路绿意盎
然。上纸路景观小品错落，高颜值“彩绘

隧道”飘过白云。“四好农村路”深度联通，
旅游交通网串珠成链。

游：春天赏花夏漂流，秋季采摘冬滑雪，
篝火晚会纵情歌舞，自驾营地欢声相伴。

购：“嵩上好礼”装满后备厢。
娱：传统戏曲靠山簧世代传唱，旧县

背装、车村高装亮相央视春晚。

关键词 布局智慧服务 匠心打造民宿

着力创建旅游标准化、打造服务智
慧化，推动跨部门联动信息化，导入智
慧酒店、智慧停车场、智慧导览系统，推
进 A 级以上景区 5G 全覆盖，实现景区
智 能 化 ，提 升 旅 游 服 务 个 性 化、便 捷
化。嵩县做优“室内现代化”、做特“室

外乡土化”，在“三大片区”集中打造精
品民宿集群，目标就是五年内打造精品
民宿不少于 100 家，创建星级精品客房
5 万间，以人性化服务理念打造一流品
牌，以家的温暖满足您的一切入住体
验。

关键词 引来乡贤“归巢”助力乡村振兴

嵩县设立嵩县设立50005000万元文化旅游业发展万元文化旅游业发展
专项资金专项资金，，对投资规模大对投资规模大、、业态新业态新、、带动能带动能
力强力强、、示范效应好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项示范效应好的文化旅游产品开发项
目目，，争取更多政策支持争取更多政策支持，，营造一流营商环营造一流营商环
境境，，全程保驾护航全程保驾护航；；对乡贤返乡创业出台对乡贤返乡创业出台
优惠政策优惠政策，，在产业扶持在产业扶持、、整合资金整合资金、、乡村旅乡村旅
游游、、就业创业就业创业、、金融服务金融服务、、电子商务电子商务、、费用费用
减免减免、、项目用地项目用地、、创业培训创业培训、、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政政

治荣誉和关心关爱等治荣誉和关心关爱等 1212 个方面予以扶个方面予以扶
持持，，铺设归乡坦途铺设归乡坦途。。

“嵩县爱你”让你心动

（一）一句口号
“嵩县爱你”
（二）两个活动
短视频大赛、全民推介活动
（三）四地宣传 瞄准北京、郑州、

洛阳、焦作等本轮营销主要对象，推出
“英雄的郑州人民，嵩县爱你”“有福的
洛阳人民，嵩县爱你”“可敬的焦作人

民，嵩县爱你”等系列宣传。
（四）四项优惠
景区免门票、民宿打五折、特产打

八折、驿站式服务
（五）五方联动
主流媒体倾力、新媒体助力、自媒

体发力、文旅企业用力、社会层面聚力，
让人人成为旅游“宣传员”“代言人”。

嵩 县 你爱

“嵩县爱你”，你心动了吗？
9月 15日，针对本次嵩县文旅

工作大会确定的“嵩县爱你”的城市
宣传口号，会议指出：要以品牌为
王、营销为要，着力提升嵩县文旅传
播能力建设，引爆嵩县文旅市场，加
速嵩县文旅“出圈”。

目标：打造伏牛山国民休闲旅游度假地
举措：
（一）强化嵩县头部旅游产品支撑
（二）及时跟进提升旅游基础设施
（三）加强以休闲旅游度假为主题的

民宿发展

（四）创新文旅业态植入和引入
（五）全面推进“项目为王”战略
（六）打造“全地域、全领域、全时域、

全产域”的全域旅游
（七）实施基于传播能力的品牌

营销战略

（一）树品牌 实施品牌战略、发挥
品牌作用，推出县域宣传口号，树立嵩
县文化旅游新品牌。

（二）扩影响 通过传播学的角度，
加强传播能力建设，无限次的扩大嵩
县文化旅游品牌影响。

（三）清思路 借助本轮营销活动，
进一步发掘嵩县发展潜力点，理清未
来品牌构建、营销思路。

（四）作引领 利用品牌创建和新
的营销思路，引领嵩县下一步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

嵩县文旅要做什么？

嵩县文旅如何“出圈”？

嵩县文旅怎么做？

活动内容

嵩县爱你，白云山的缥缈云海爱你

嵩县爱你嵩县爱你，，陆浑湖边的一叶轻舟陆浑湖边的一叶轻舟爱你爱你

嵩县爱你，两程故里的文化精粹爱你

嵩县爱你，漫山遍野的金秋红叶爱你

融入 7条 旅游环线

打造 16个 特色风情集镇

完成 7条 生态廊道

建设 25个 乡村旅游特色村

培育 10条 沟域生态经济带

设立设立 5000万元 文文化旅游业发展化旅游业发展

专项专项资金资金

打造打造 ≥100家 精品民宿精品民宿

创建创建 5万间 星级精品客房星级精品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