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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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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
!#

日! 新乡辉县关山景区迎来
了由河南户外联盟各市地领队组成的采风团"

两天时间!户外联盟采风团游览了关山的
经典山水景观和百宝洞探险两条路线"探险线
路只针对驴友等特殊人群开放!此线路最吸引
人的就是百宝洞!神秘的关山百宝洞传说由来
已久"附近村里的人曾在洞中待过七天七夜都
没有走到洞的尽头! 且洞中套洞错综复杂!极
易迷失方向!洞深至今无人知晓" 专家根据矿
洞的地理环境和遗址概况!认定百宝洞极有可
能是我国古代铸钱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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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引来户外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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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有大大小小
!%%%

多
家旅行社! 然而进入全国百强
的只有一家"但就广东一个省!

就有三十多家全国百强旅行
社"由此可见!河南旅行社行业
提升的空间仍相当广阔"

多家旅行社逐鹿中原!登上
历史舞台的时刻要从今年说起"

宝中旅游强势进驻中原 !

深航假期闪亮登场! 民航圆方
高调亮相! 重庆百事通河南公
司也在积极筹备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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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中国港中
旅集团与郑州公交公司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

月
!&

日! 两家
共同组建的中国旅行社总社河
南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它将以
郑州为据点!辐射湖南&湖北&

安徽等地! 厚积薄发! 暗涌江
湖 ! 新 一 轮 博 弈 即 将 开
始$$$$$$

日前 !商报记者专访了中
国旅行社总社河南有限公司
掌门人沈宁!就其公司及河南
旅行社行业的发展进行了深
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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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含' 珍珠(逐鹿中原
中国旅行社总社河南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资源优势进驻河南!记者采访了公司总经理沈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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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格战往往是我们自己打起来的%(沈宁
说%

有人疑问!是不是产品少了)

不少%' 是旅游同质化现象越来越明显% 行业
间拼路线&拼服务&拼内容!最后导致的唯一结果
就是拼价格!只能出现* 羊毛出在羊身上+的现象%

于是出现了全拼团&半拼团&购物团等% (

当所有可以拼的东西都拼完了! 到最后!旅
行社还能拼什么)

' 其实!旅游拼的是文化内涵% (沈宁说%

' 得中原者得天下!游中原者知中华% (由于
游客对产品的诉求增多! 公司对产品的订制&对
服务的要求也更加细化% 而此时!中原独具特色

的文化游是整个产业链条中的亮点% 抓住这一
点! 中旅总部河南有限公司推出了特色' 古都
游(!吸引了众多旅游消费者青睐%

' 很多人都说! 目前河南旅行社市场的特点
是* 散&小&弱+% 宝中&百事通&深航假期&港中旅
的到来!如果做得好的话!可能会给河南的旅行
社行业带来产业升级!实现河南旅游行业的重新
洗牌% 但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不好说% (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沈宁计划!争取明年
年底在郑州开设

!(

家门市!在省内成立
!%

家分公
司!用三年时间做大做强!进入全国百强%

截至目前!旅游大鳄争霸中原的局面已见雏
形!谁与争锋!再看今朝%

旅游业的发展!依托高速的城
市发展&丰富的旅游资源 &优越的
区位优势 % 河南虽然坐拥绝对的
区位优势 &丰富的旅游资源 !但与
南方沿海各省相比旅游业发展却
相对滞后%

而如今!多家旅行社大鳄跻身
中原!何故) 中原旅游城市!北有石
家庄!南有武汉!为何选在郑州) 中
国旅行社总社在谋篇布局上有哪些
考虑)

这都是业内人士以及关注市场
动向的人士所关注的话题%

' 自古* 得中原者得天下+% 看
中河南这个地方 !原因很多 ,人口
大省&旅游大省&文化大省% (中国
旅行社总社河南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宁说!经济的快速发展 !区域优
势越来越明显 ! 人口消费能力的
提高 ! 吸引了一批旅游大鳄跻身
河南%

在沈宁看来 ! 选择一个地方
作为市场开拓中心!' 更应该看重
这个地方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就
是发展的后劲% (

' 河南就是一个潜力很大的旅
游省份!不说一亿人去旅游!就说这
其中十分之一的人去旅游!也有很
大的市场% (

同时 !沈宁认为 !中国旅行社
总社从战略高度上将河南市场开
辟出来!还有一方面的原因 ,河南
市场不仅是一个很好的旅游资源
输出地 ! 更是一个优秀的旅游目
的地% 实际上!本土旅游有很多可
以去挖掘和升华的东西 ! 比如文
化底蕴丰厚的古都游 & 特色餐饮
的美食之旅等%

中原!' 天下至中的原野(%在古代被华夏民
族视为天下中心!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当宝中旅游&重庆百事通&深航假期&港中
旅集团逐鹿中原之时! 什么才能使良驹崭露头
角&出奇制胜)

' 河南有一千多家旅行社!占全国旅行社数
量的十分之一!但是进全国百强的只有一家% (

沈宁说到此处!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

' 虽然不能成正比! 但是也不至于只有一
家%目前河南旅行社的现状没有形成一股力量!

大多旅行社仅仅满足小康温饱就
)*

了! 因此!

我们需要一些致力于行业进步&产品更新&品牌
建设的仁人志士% (

在品牌建设& 促行业发展& 公司内部管理

上!沈宁相信天道酬勤%

' 我曾拿出九天的时间!给内部员工专门做信
息系统的培训!熟悉企业文化&规章制度&业务流
程% 给刚毕业的大学生员工灌输进公司较为优越
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 给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员
工* 格式化+% (

一个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软实力! 而中旅
总部的企业文化是简单&和谐&阳光&向上%' 把简
单的事情做到位很难! 尤其是很多人喜欢将事情
复杂化!于是!做简单的事情更难了-大家来自不
同的企业!在一起工作!和谐是根本-阳光是一种
心态!也是一种做事方法-而向上就是要有目标!

怎样用三年的时间做到全国百强行列是我们追求
的目标%

!!

月
!!

日!河南#鲁山温泉节在平顶山玉京
温泉度假酒店隆重开幕% 本届温泉节为期三个
月!其间将举办' 新闻发布会(&' 温泉市场代理
商签约仪式(&' 温泉摄影大赛颁奖仪式(等!还
将到周边城市巡回开展广场推介活动!并发放
免费温泉沐浴券%

首届温泉论坛也于
!!

月
!&

日举行!邀各方
专家探讨温泉产品的开发宣传! 及温泉资源
的保护% 节庆期间!温泉企业还将与尧山&大
佛&画眉谷等旅游景区合作配线!制定一系列
优惠政策!刺激市场!引导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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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温泉节开幕

中国旅行社总社有着' 亚洲前茅 中国第
一(行业霸主地位% 它一进入河南市场!便迅
速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

上周五举行的中国旅行社总社河南有限公
司开业!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当天!中国旅行
社总社推出首批系列精品线路回馈大众!其中特
别推出以特色乡村游为主的杨树沟风景区%

杨树沟风景区优势得天独厚!距郑州仅
(%

公里!轻松满足近郊游%以乡村游走俏!迎合消
费需求% 独特的市场定位!使得杨树沟风景区
避开山水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锋芒! 开辟以采
摘&养生&休闲娱乐为主的特色业态的新型乡
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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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旅游大鳄为何
首推杨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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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至
!!

日! 第二届海峡两岸武当文化论坛暨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授牌仪式在湖北十堰武当山举行%

活动包括海峡两岸武当文化论坛& 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文化石落成揭幕仪式& 玄天上
帝圣驾台湾巡游活动研讨会& 武当山朝圣活
动& 玄天上帝金身赴台圣驾巡境武当山供奉
仪式等% 展现了武当文化的现代阐释与传扬&

人与自然的和谐&武当文化之网络发展&道教
养生文化与武当武术等多方面成就% 目前!武
当山已成为全国第二家海峡两岸交流基地%

武当文化论坛启动

港澳台&国内游大团购

关山一日游只需
,%

元

旅游播报

.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一生下来就口含一块
玉"而中国旅行社总社河南有限公司的诞生!则
是含着满口珍珠"

' 资源好比是一粒粒美丽的珍珠!旅行社的
作用就是做一条铂金项链! 将美丽的珍珠穿起
来"(沈宁说!这是港中旅的一位负责人所说!形
象贴切"

它的背后是港中旅集团公司强大的资源优
势" 今年!港中旅集团与河南省政府建立的几十
亿的战略合作关系中!有嵩山少林景区&鸡公山&

作为输出管理方式存在的平顶山温泉和跟郑州
公交公司合作的旅行社项目"

' 我们这个项目!拥有港中旅集团和郑州公
交公司赋予的很多资源!在资源掌控上!具有得
天独厚的优势" 在离开北京之前!我曾做过一套
中旅总社赴台湾游集中采购的方案!实施后效果
还不错"因为中旅总社赴台游人数占全国赴台游
总人数的六分之一!规模的优势&批量的优势使
得我们获得更好的成本控制" (沈宁说"

一直以来!旅行社都是低成本产业!在同业同质
化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渠道优势显得尤为重要"

沈宁说! 我们拥有的
!(%

家分公司 &

(%%

个直营
门市只是渠道的一部分!在信息化时代!还有一个强
大的虚拟营销模式000芒果网! 再加上郑州公交公
司百万名

-$

卡用户资源!我们在扩大产品影响力!吸
收直客方面优势明显"

此外!记者还看到!位于郑州市黄河东路的直
营门市光门头广告就有

"+

米长! 面积达
,%

平方米"

&%%

多平方米的门市内!几十台崭新的白色联想一体
机光洁如玉!统一的标示

$./

赫然醒目!统一的微笑!

热情的服务!让人深有宾至如归之感"

而这还不是最大的门市"

位于纬五路上的旗舰店光面积就有
#%%

多平方
米!用于接待游客的场地有

!"%

平方米左右" 因为面积
大!旗舰店内还容纳了火车票代售点&公交车充卡点"

面积之大&气魄之大!足以看出中国旅行社总
社河南有限公司角逐河南旅行社行业

0)1!

的信心
和气势"

@ABCDEFGH

IJKLMNOPQ<

RS&TDUVWX

YZGHD[\]^

_`abDcdef

!"#$%&%'()*+,-'./0

&1234

河南旅 游 团
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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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关山游
,%

元!

二周发团
'%%

人创
淡季游奇迹" 现联
合数家著名国际
旅行社推出境游
大团购,港澳双飞

(

日惊喜低价-台湾
游海陆空小三通

+

日&环岛
9

日全景双
飞&台湾专列都以
超级优惠价推出!

并报一人送二人省内游1 北京
(

日游
(+%

元!华
东
,

日游
,9%

元!海南云南西藏西安桂林张家界
黄山均低价优质优惠" 不限量不秒杀无限额让
利! 著名国际旅行社品质保障" 可电话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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