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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南太行

心系“国之大者”彰显文旅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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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老君山文旅集团
董事局主席杨植森。

远赴人间惊鸿宴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一睹人间盛世颜。。

河南老君山

初心镌刻责任 使命谱写华章

一位成功企业家的正确抉择、一
群朴实老君山人的15年艰苦创业、一
串朝着最具吸引力的养生度假胜地目
标迈进的坚实脚步，共同绘就了一幅
“峰林仙境、十里画屏”的天然画卷，缔
造了一个勇担社会责任、做好文旅文
章、八方游客盈门的“君山传奇”。

7月初，在“2021河南社会责任
企业暨社会责任突出贡献企业家”颁
奖盛典上，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集
团有限公司一举捧回两项沉甸甸的
荣誉：该集团公司荣获“2021河南社

会责任企业年度企业奖”，集团公司
董事局主席杨植森荣膺“2021 河南
社会责任突出贡献企业家民营企业
年度人物”。

回望来路，笃行不辍。从 2007
年 8月老君山拉开深度开发大幕至
今，15年来，乘中原崛起之势，老君山
勇担社会责任，迎难而上；怀感恩回
馈之心，老君山情系百姓福祉，行稳
致远。放眼望去，伏牛之上，一幅幅
老君山践行社会责任、助力中原出彩
的激昂奋进的画卷铺展开来——

□张莉娜 □张莉娜

7 月初，在“2021 河南社会责
任企业暨社会责任突出贡献企业
家”颁奖盛典上，新乡南太行旅游
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郭
耀代表该公司捧起了“2021 河
南社会责任企业年度企业奖（国
有企业）”的奖牌、证书。这一沉
甸甸的荣誉，是对新乡南太行旅
游有限公司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国企担当的肯定，也诠释着
该企业踔厉奋发、勇毅前进，心系
“国之大者”、彰显“责之重者”的

文旅力量。
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司是

由新乡市和辉县市人民政府共同
组建的国有企业，于 2013年 11月
正式挂牌，2014年 1月对南太行主
要景区整合接管。目前，纳入公司
经营管理的景区包括国家5A级旅
游景区八里沟（含八里沟、回龙、九
莲山三个游览区），国家4A级旅游
景区万仙山、关山，国家3A级旅游
景区秋沟，以及齐王寨，规划面积
1188 平方公里，核心面积近 300

平方公里。
勇担社会责任是新乡南太行

旅 游 有 限 公 司 发 展 的 使 命 。
2021 年，面对特大暴雨和疫情叠
加双重考验，该公司第一时间投
入防汛抢险中，慷慨解囊捐赠抗
疫、防汛物资。同时，该公司抢抓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之机，以文旅
文创融合发展带动百姓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用实际行动为全面
建设现代化河南贡献“新乡南太
行”的文旅力量。

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国企担当

如果说，横亘千里的太行山是一
曲优雅的探戈，那么，新乡南太行就
是那经典的摆头。壮美南太行美在
雄伟壮丽的红崖绝壁、曼妙秀雅的山
乡风韵，更美在南太行人坚韧不拔、
勇于担当的责任感。

踏上奋进之路，“履行社会责任，
彰显企业担当”是新乡南太行人的承
诺。公司按照政府主导、市场化运
作、企业化管理原则，对新乡南太行
旅游度假区实行统一规划、统一开
发、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强力推进项
目建设，创新经营管理模式，朝着国
内一流旅游目的地的目标，书写着跨
越式发展的壮美诗篇。

如今，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公
司正在构建和完善坚持正确导向、
履行社会责任的规范引导机制和生
产经营机制，坚持把加强党的领导
和完善公司治理相统一，根据企业
运行情况，不断健全完善各项企业
管理制度，有效推动企业制度化、
规范化运行。公司始终紧跟文旅
产业发展步伐，坚持经营提升、运
作提升，着力抓好控资产，增效益、
防风险等各项工作，确保公司的规
范化管理得到进一步提升，新乡南
太行文旅品牌知名度与核心竞争力
得到持续提升，扎实推进企业稳步
发展。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新乡南
太行旅游有限公司结合疫情对旅游
经济环境的影响，根据疫情防控和
企业发展“两手抓”的工作思路，充
分利用线上新媒体、短视频，线下品
牌曝光渗透及周边游、各类节庆和
时点推出宣传主题，持续加强品牌
传播力，积极推动客流的恢复，切实
推动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树立良好
的品牌形象。

践行社会公益
勇当抗灾先锋

舍小家为大家！这就是新乡南
太行履行社会责任的真实体现。

2021年 7月，一场特大暴雨，让
中原地区惨遭重创。尽管新乡南太
行自身遭受严重灾害，但公司时刻
牵挂关心着周边乡镇的受灾群众，
向上八里镇、洪洲乡、南寨镇、沙窑
乡等涉旅乡镇提供资金援助和人员
支持。暴雨过后，公司第一时间为
周边村庄送去防汛物资，助力景区
周边群众全力开展灾后重建，早日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开展救助体现了一个企业的社
会责任，新乡南太行景区在重新恢复
开放之际，仍以实际行动，致敬每一
位奋斗在一线的工作者。

新乡南太行各景区恢复开放后，

第一时间宣布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
至 12月 31日，对全国应急救援组织
所属人员、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
干警、消防队员、医务工作者、新闻工
作者，以及为河南进行捐赠的各界人
士和河南全省人民，实行免门票政
策。其中，同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10日，新乡南太行下辖景区还对全
国人民免门票。

这些举措不仅彰显了一个企业
的社会责任与担当，更彰显了民族精
神和在大灾大难面前守望相助、同舟
共济的家国情怀。

厚植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

七月的骄阳中，在郭亮村提升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吊塔林立、车辆
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一
幢幢山居民宿绽放出俊俏模样。发
展乡村旅游，打通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乡村民宿
悄然兴起，成为加快乡村振兴的澎
湃力量。

近年来，新乡南太行旅游有限
公司与新乡市数字乡村发展有限公
司联合，投资 1.2亿元提升改造悬崖
上的太行明珠——郭亮村。采用

“乡村旅游合作社+专业托管机构+
农家乐”方式，成立乡村旅游合作
社，流转村民的房屋、土地、林地，深
挖郭亮村影视文化、写生文化，通过
产业带动等模式升级休闲度假体验
产品，使民宿产业、旅游产业、农业
产业及文创产业交相辉映，特色住
宿、民俗体验、乡野餐饮、娱乐休闲
等丰富业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
访山问水忆乡愁。

将青山绿水及乡村文化转化成
经济发展新动能，郭亮村的文创产
品、深加工农特产品实现了线上线下
多元化销售。景区游客中心核心区
域设置旅游扶贫超市、农家乐等，乡
村整体托管运营的郭亮村模式日渐
成熟，累计解决村民就业 3500多人
次，实现景区和当地涉旅乡村的共建
共享、互利共赢。

如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辉县
市百泉镇五里沟也亮出了答案。

新乡南太行驻五里沟村工作队
精准施策，通过落实现有扶贫政策，
特色产业发展能扶尽扶、有劳动力
户就业全覆盖、无劳动力户政策兜
底全覆盖、帮扶责任全覆盖，所有危
房全部清零，实现了安全饮水、硬化
路通行，“两不愁、三保障”全部达
标。按照“四个不摘”的工作要求，
围绕建强基层组织、推动精准扶贫、
落实基础制度、办好惠民实事这四
项任务，增强当地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同时通过培训引导，新增 91
名务工人员，有效增加了经济收入，
让脱贫成果不断巩固、增收渠道持
续拓宽。

激发山水活力
做活清凉经济

从新乡南太行夏日追凉节拉开
帷幕，到八里沟水上飞人、关山激情
漂流、天界山云峰画廊迎来游客无
数；从青山秀水与红岩苍石交相辉映
的郭亮村吸引着众多书画家前来写
生，到凯迪拉克 120 周年 CT4 郭亮
挂壁公路特别纪念宣传片取景万仙
山……进入暑期，在各种利好政策、
多项优惠活动的加持下，新乡南太行
围绕暑期清凉经济，策划了丰富多彩
的暑期活动，全方位激活暑期文旅消
费市场，强力带动文旅消费升级。

新乡南太行用实际行动履行社
会责任，与社会各界共渡难关。在今
年春天出台免费游景区政策后，新乡
南太行又放弃旅游旺季增收的大好
时机，组织旗下八里沟、万仙山、关山
景区在暑期向全国中、高考生和18岁
以下青少年发出了免门票的邀请，希
望通过游客引流等措施，扶持夜间经
济和农家乐等，抢抓旺季拉动文旅市
场消费“回补”。

抢抓市场、提振信心，“南太行”
带来不一样的惊喜。“罗裳秀太行，消
闲避暑万仙山”活动开启，在 9月 15
日之前，60岁以上人群可享“门票+
交通”45元/人的优惠。万仙山景区
将推出“营寨”太行郭亮村露营活动，
自助烧烤、户外茶艺、崖上音乐会嗨
翻夏天；“穿汉服免费畅游八里沟”活
动带来山水印象、古装国风；“关山漂
流季”关山漂流+关山景区（门票+交
通）套票仅需 138 元/人……绿水逶
迤，青山相向。移步换景间，尽展新
乡南太行全域芳华。

大国之复兴，必有国企之雄起。
立足新发展起点，新乡南太行将肩扛
新乡市旅游产业转型升级龙头之重任，
始终心系“国之大者”，当好服务社会、
情系民生的排头兵，做好文旅文创融合
发展的先行者，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贡献文旅力量，以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不忘初心使命
牢记责任担当

灵山秀水、文化氤氲、大气磅礴
的国家 5A 级景区老君山完美呈现
在伏牛山间，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
纷至沓来。

提到老君山，我们不得不把目光
转向一位德高望重的古稀老人杨植
森。

杨植森，河南省老君山文化旅游
集团董事局主席。2007 年 8 月，已
过花甲之年的杨植森积极响应栾川
县“工业反哺旅游”的号召，拉开了老
君山深度开发建设的大幕。15 年
来，杨植森以超人的胆识、非凡的智
慧，带着回报社会、为家乡人民做事
的强烈责任感，带领一群朴实勤劳的
老君山人艰苦创业，大手笔投入资
金，用心血汗水浇灌这方热土，完成
了从一个国有林场到国家 5A 级景
区的炫彩蝶变，实现了老君山景区由
2007年年收入 30万元跃入 2021年
年收入3.6亿元的跨越式发展。

何以在书写游客盈门“君山传
奇”的同时勇挑重担，扛起 5A 级景
区应尽的社会责任？老君山用行动
证明着一切——

2021 年，“涝”“疫”接踵而至，
“诗和远方”惨遭重创，老君山人在
推进企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以爱心
回报社会，为郑州特大暴雨捐赠价
值 30多万元食品，向社会捐赠价值
50多万元抗疫物资，全力支持防汛
救灾和灾后重建。

当旅游业因疫情原因被按下了
“暂停键”，杨植森与景区员工多次召
开会议、研判形势、谋划发展大局。
他提出了“防疫情、保稳定、练内功、
谋发展”“防疫不放松，发展不停步”
的工作思想，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并
在旅游市场开放之前，为复工开园做
好充分准备。

疫情之下，老君山营销中心本着
“抱团取暖、互惠互利”的原则，低价
整合优质的广告资源，通过电视、广
播、高铁、地铁等多媒介合力推广老
君山文旅品牌。这两年，旅行社举步
维艰，老君山景区给予特殊政策，与
合作伙伴同心协力、共渡难关。老君
山建设了家庭宾馆、餐饮街、商贸市
场，与帮扶村结对子、安排当地群众
就业，全力助推乡村振兴。

管理方式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
能。“高层决策、业务细化、区域管理、
责任到人”的创新管理模式深入人
心。老君山人以创新求变增强工作
朝气，以主动求变增强内在动力，彰
显了可持续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思路清则方向明，目标定则步履
坚。连续十多年的耕耘，老君山实现
了企业与社会的相互支持、相互依赖
的良性发展，并在抗击疫情、救灾抢
险、社会公益、旅游帮扶等领域作出
卓越贡献。

丰富文旅业态
助推产业升级

如沙的云雾轻卷曼舞，与林立山
峰、金殿道观群交相辉映，形成了老
君山独有的云海奇观。本月，老君山
观海避暑节拉开帷幕，文旅经济复苏
势头强劲，如梦如幻的云海奇观吸引
着大量游客“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
人间盛世颜”。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敢为人先的老君山人在传统旅游资
源的基础上，推出形式多样的年轻
化、时尚化、沉浸式体验业态，借消费
升级扩展夜游空间，赋予游客可看、
可玩、可沉浸的旅游体验。

星空露营“圈粉”年轻游客——
今夏最火的玩法，露营一定名列

其中。在老君山山夏露营基地，寻一
块绿荫支起帐篷，在漫天星空下夜
谈，在霞光万丈中醒来，轻松get到浪
漫和惬意。观海避暑节期间，“露营+
音乐节”“露营+市集”“露营+美食”

“露营+艺术展”等活动模式齐登场，
更好地满足Z世代游客个性化需求。

音乐主题传递潮玩态度——
本届老君山观海避暑节以“云游

仙境，幻消浓夏”为主题，推出云端晚
风音乐会、元宇宙奇幻夜、次元狂欢
节、云光音乐节等更多元化的音乐体
验。灯光打卡装置、沉浸式感官体验
营造文化氛围，艺术灯光点缀金顶，
时而如星光点点，时而似水波荡漾，
传递出全新的观赏体验。

沉浸体验成为制胜法宝——
具有文化内涵、创新元素、艺术

符号的夜经济品牌，成为带动暑期消
费的制胜法宝。在海拔2217米的老
君山金顶之上，“天宫剧场”正式启
幕，沉浸式演绎《知道·老君山》以数
字创意探寻文化瑰宝，以沉浸式美学
释放出道家文化的魅力，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打卡。

夜爬老君山醉赏日出东方——
这个夏天，#夜爬老君山#、#老君

山上看日出#等词条频频登上热搜。
到老君山等待日出和朝霞，成为夜爬
爱好者的新选项。老君山徒步全长
23.7公里，夜爬全程需要5~7个小时，
景区不断采取人数限流、提前预约等
形式保障夜爬人员的人身安全。

丰富的文旅新业态助推着老君
山产业升级，随着元宇宙、5G、AR、
VR 等科技赋能，颠覆性创意、沉浸
式体验、年轻化消费的文旅文创产业
将形成文旅增长极，助力洛阳建设全
国文创高地和国际文化旅游目的地。

拓宽营销市场
旅游强势复苏

从“遇见春天 惠游老家”老君山
免门票迎接全国来客，到“清凉栾川，
免票畅游”老君山惠民福利激发暑期

市场消费活力；从连续五年的国庆
“一元午餐”温暖万千游客，到连续九
年的老君山观海避暑节再掀暑期狂
欢……在全面推进旅游市场加快复
苏之际，老君山景区扛起社会责任，
树形象、强品牌，以独具特色的营销
手段拓宽文旅大市场，也给当地百姓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实惠。

节会创意，催热旅游市场——
今年夏天，让利于民的优惠举

措和无与伦比的云海奇观再掀强
劲的旅游风，催热了老君山暑期旅
游大市场。中原车友狂欢节、老君
山云端晚风音乐会、元宇宙奇幻夜
好戏连台，霸屏各大新闻头条。7
月 2日、3日，老君山景区预约人数
达 到 疫 情 防 控最大限量，临时关
闭 网 络 购 票 通 道 ……“凉资源”变
为“热经济”，观海避暑节实现了人
气、收入双丰收，游客结构逐渐由中
老年群体为主转变为 Z世代年轻人
的打卡地。

文化创意，打造爆款 IP——
7月 22日，老君山云海仙境登陆

央视《地理·中国》，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打卡。端午假期，1000多枚槲包拼
成“马踏飞燕”图样，引起各大网络平
台关注。老君山景区“寻找宣传大
使”原创短视频征集活动火力开启，
头部旅游达人到老君山采风，大网红
带动小网红产生裂变，带动数以亿计
的粉丝关注……数字化平台加持，让
线上种草体验和线下真实体验双轨
并行，实现老君山从“网红山”向“品
牌山”的跨越。

旅游发力，助力乡村振兴——
一条风景带，打通了百姓致富

的新道路。节假日期间，老君山景
区免费为当地村民提供上百个销售
摊位，伏牛山里的玉米糁、木耳、板
栗、土鸡蛋、土蜂蜜等土特产被游客
装进了后备厢。“旅游+”带动周边农
村发展，促使更多农民加入旅游行
业中。在寨沟、追梦谷等处，沿线村
民相继开起了餐馆、农家乐、民宿，
吸引着大量游客避暑纳凉。

从“网红”到“长红”，从“流量”
到“留量”，老君山多元化的创意营销
形式厚积薄发，长期惠民活动不断延
伸，2021年，老君山的旅游收入猛增
到 3.6亿元，创造出业界称道的老君
山营销神话。

“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
声、大象无形……”这是《道德经》对
老君山最好的注解。

“今年是集团公司成立 15 周
年。老君山人将瞄准建设国际知
名、国内著名的旅游目的地的奋斗
目标，以初心镌刻责任，以使命谱写
华章，推动文旅文创融合高质量发
展，用勤劳和智慧真切讲述‘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的‘老君山故事’，
让老君山的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百
姓致富的金山银山,以优异成绩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河南省老
君山文化旅游集团董事局主席杨
植森无比坚定。

新乡南太行天界山·回龙大峡谷。

新乡南太行新乡南太行··风景最胜处风景最胜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