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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香

4月 18日，2021中国民宿发展大会在新
密成功举办。来自全国500余家顶尖民宿品
牌，共商民宿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大趋势，共同
见证中原民宿产业强势崛起。副省长何金平
出席大会。

这次民宿大会由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组委会、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南省商务
厅、郑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

省商务厅厅长马健在大会上表示，全省
商务部门将结合工作职责大力推动旅游发
展，促进旅游强省建设。一方面谋划推出一
批重大文化项目，积极引进一批国内外知名
民宿品牌和领军企业，提升改造传统村落，
发展特色精品民宿，打造高端乡村旅游目的
地，促进我省乡村民宿品质整体提高。另一
方面发挥商务部门在餐饮、旅游方面的优
势，通过组织举办乡村美食大赛等活动，推
出一批老家礼物旅游商品，不断提高河南文
旅产品档次和竞争力，不断增强河南民宿的

广泛吸引力，不断提升“老家河南”品牌的国
际影响力。

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表示，2018
年起，河南提出了“民宿发展全国争最快”的
目标，把发展民宿作为发展乡村旅游、推动全
域旅游的战略举措强力推进，按照省厅统筹、
县区搭台、乡村联动的思路，邀请国内知名品
牌民宿参加，持续开展民宿走县进区活动，三
年来河南的民宿由小到大、由点及面、积少成
多，从无声到知名，展现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希望通过此次大会，形成聚合效应，在河南打
造出全国民宿行业新标杆。

郑州发展民宿具有政策优势、交通优势、
市场优势。郑州市副市长孙晓红说，郑州市
提出了文旅强市的发展目标，并把发展民宿
作为实现“西美”的重要发展手段，出台了《乡
村民宿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为加快乡村民
宿发展提供政策保障。

大会期间，民宿大咖围绕民宿集群发展、
设计美学、流量营销、观光农业、公路 IP等内
容，就乡村与民宿如何相互赋能等议题展开

分享和讨论。
此次大会成效显著。民宿大会现场签约

项目共有 95个，签约合同金额 530.1 亿元。
签约仪式上，郑州新密银基宿集项目、郑州登
封市太室山宿集项目、平顶山舞钢市孤山寨
民宿集群等民宿项目相关方代表首先上台签
约。随后，郑州“拾贰郊”惠济区沿黄美丽乡
村项目、平顶山鲁山县文旅综合体项目、焦作
武陟县黄河文化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新乡
南太行旅游度假区项目、巩义市嵩岭康谷项
目相关方代表上台签约。部分河南旅游强
县、强市进行了民宿招商推介。大会还发布
了115个旅游招商项目，总投资800亿元。

助力河南民宿崛起，此次大会可谓是群
雄汇聚，大乐之野、西坡、宿里、意境、山舍、兰
里、清蝉、茗墅庄园、那云星空、蓝莲花开、松
赞、墟里、隐贤、过云山居、桃野、六阅、吾乡间
等顶尖品牌悉数到场。

会上还启动了中国民宿榜“黑松露”活
动、成立了“中国民宿投资俱乐部”、发布了
《民宿发展与乡村振兴·郑州宣言》。

正如不少民宿业界大咖所
言，自从民宿风行，过去全国性
的民宿大会通常在浙江、云南、
四川等地召开。我省从 2018年
布局民宿大发展，2019年在新县
召开全国民宿大会，掀起一轮高
潮。两年后，行业精英再次啸聚
河南，为更多项目落地埋下伏
笔。

依托政策和周边游的大势
所趋，乡村民宿成为乡村振兴的
核心抓手，驶入快车道。民宿正
成为乡村建设的极好入口。

根据中国旅游与民宿发展
协会发布《2020年度中国民宿行
业发展研究报告》数据显示，
2020年国内民宿房源总量突破
300万套。

河南民宿的发展有着自身
明显的特点。和其他省一般都
是自发形成不同，河南省的特点
是有组织地发展，省文化和旅游
厅把好的县区并想发展民宿的
县委书记、县长找过来，让他们
把环境整理好、政策整理好，然
后把好的民宿品牌请进来，上下
互动。

从 2018 年开始，河南树立
起“乡村民宿发展全国争最快”
和“乡村民宿增速全国第一”的
旗帜。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组
织“民宿发展走村”系列活动，邀
请全国知名民宿创始人及运营
团队、民宿专家、投融资公司负
责人走县进村，共走进了 43 个
县市区 300多个乡村，打造了济
源的“小有洞天”、焦作的“云上
院子”、鹤壁的“时光院子”等一
批品牌精品民宿。

河南民宿呈后浪之势，虽然
起步较晚，但有开放的环境。并
且一开始就借鉴其他地区成熟
经验，规避风险，打出一套政策
组合拳，弯道超车。

目前，河南已有民宿592家，
28600 多间房间，47000 多张床
位。“今年全省还将有 100 家民
宿落地。”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
间，河南将持续发力，通过乡村
民宿带动乡村旅游，为乡村振兴
赋能。

“民宿走进”活动走进罗山

“民宿走进”活动走进林州

“民宿走进”活动走进驻马店

民宿，已绝不仅仅是一小部分
人为了情怀而打造的梦想之境。
如今，它以一己之力，承担起乡村振
兴的重任。河南省拿出了最好的
资源、最诚意的态度，推动民宿发
展，吸引全国不少顶尖民宿落户河
南。这么多品牌民宿扎堆落地河
南，他们看中了河南什么？在2021
中国民宿发展大会上，不少已经在
河南“安家”的民宿投资人一致认
为，河南营商环境好，资源好，有望
打造成为全国民宿行业新高地。

河南有厚重的文化资源。过
云山居创始人李超骏说：“目前仅
舞钢就已经形成了三个宿集，我们
参与了两个。这里面我们会植入
很多文化元素，包括像国家大剧院
的剧目等。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跟
河南文化、河南当地艺术家的结
合，这些都是河南的强大吸引力。”

河南营商环境数一数二。“河
南 是 个 好 地 方 ，得 中 原 者 得 天
下。看中河南，主要是这里数一
数二的营商环境，政府高度重视
和推动，非常重要。”李超骏的感

受非常真切。
河南一直在做乘法。西坡创

始人钱继良认为，河南在做的一
定不是加法，是乘法，才会下大力
气将民宿大鳄吸引过来，打造宿
集，慢慢迭代到了旅游目的地的
建立：“我相信河南就是要干这件
事的。”对于钱继良的观点，闫艳
磊也表示赞同：“民宿品牌体量很
小，比如十几间、二十几间，如果
看中一个地方很难撬动，体量太
小，但是现在有十个品牌，整合起
来一次有 200 间房、300 间房，这
就不是一个小产业了，甚至能够
成为一个地方旅游发展驱动力的
东西。”

河南市场潜力毋庸置疑。宿
联中国董事局主席凌新建是 2018
年第一批来河南落地的企业家。
如今宿联中国已经做了 7个村子，
还有两个今年上半年和下半年就
开业了，都是以宿集形式，在做整村
开发。凌新建分析认为，河南的人
口优势、交通优势、文化山水优势，
让投资商看到了庞大的客流市场。

乡村振兴，民宿到底应该承担怎样的功
能 跟 角 色 ？ 民 宿 如 何 赋 能 乡 村 ，活 化 乡
村？本次大会，民宿大咖就这些热门话题展
开热烈讨论，传递出的真知灼见，极具引领
价值。

乡村的本质是土地
民宿具备了链接能力

借宿创始人徐建军认为：乡村的本质上
是土地。乡村的土地如果不能增值，土地
上如果没有物业，物业上如果没有商家，这
些商家如果不能很好地把流水做出来，乡
村就没有机会。因为只有这些大量的商业
做出来以后才会吸引大量的就业人群回
来，吸引原来离乡的年轻人返乡，这就是民
宿的价值。在徐建军的视野里，民宿本质
上是一个目的地，它虽然是颗粒度最小的，
却已经具备了链接土地价值、链接流量的
能力。

成为乡村综合体是民宿方向

被誉为“民宿界的星巴克”的大乐之野，
创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回归生活，挖掘乡村的
美好。创始人吉晓祥认为，未来十年仍然是
民宿的黄金十年。他分析说，对标国外非常
多的标准住宿和非标住宿领域，基本上可以
达到五五开，而我国非标民宿总量加起来不
足 5%，剩下 45%就是这个行业发展的巨大
空间。

吉晓祥还判断，未来民宿行业将会走向
乡村综合体目的地，最终会形成目的地品牌
化。

民宿“上山下乡”
让乡村有了更多活力

扎根乡村，让宿描文旅创始人闫彦磊亲
眼看到了民宿产业对整个乡村带来的变
化。他说，过去的乡村是老人、孩子与狗，空
心化率非常严重。怎么样让乡村更有活
力？首先乡村得有人，人是第一要素。“民宿
恰恰把更多的人，更多有趣的人，更多优秀
的人带进乡村，进一步吸引了很多原本外出
的人返回了乡村。”闫彦磊说，民宿对乡村有
着非常大的贡献，是整个乡村未来发展更有
活力的推动器。

标杆企业引领对河南无比重要

说到民宿跟乡村的关系，品牌落地的重
要性，西坡创始人钱继良以莫干山为例，进行
了分享。他说，莫干山刚开发的时候，周边
60%的房子都是闲置或倒塌的，到今天想租
栋房子非常之难。标杆民宿落地，就会引领
返乡青年回乡创业，最终由此带动的第三波
投资方来参与建设。所以，引领标杆项目植
入，对河南无比重要。

民宿是三产融合的切入口

“民宿集群就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接
入点，民宿是三产，通过民宿植入以后会带动
一产和二产”。过云山居创始人李超骏如此
认为。他还说，这其实已经有很成熟的案例
了。过云山居一个月卖螃蟹卖了六万块。不
要小看乡村的流量，对于一个小乡村来说这
还是很可观的。

给农民的资产赋能 体现的是产业振兴

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河南省民
宿和精品酒店协会会长邱英平现场给大家分
享了一个河南案例。他说，南阳五朵山景区
的打造富了一方农村。景区负责人王亚洲在
两年前又投资 1600万元做了一个小的民宿
集群，疫情期间盈利了将近 200万元，农民作
为股东，还分红了 20万元，农民和村集体热
情爆棚。给农民的资产赋能，这体现的正是
产业振兴。

在很多场合，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姜继鼎
总爱说一句话，民宿发展要“抓县推市”，省文
旅厅的推动和引领固然重要，但各地领导对民
宿发展的态度和决心更加重要。如今，在我
省，“上下同欲者胜”的民宿发展合力已经形
成。在 2021中国民宿发展大会上，不少市县
领导纷纷上台表态，对民宿发展信心十足。

巩义市委副书记、市长张东辉：“省文化和
旅游厅在乡村振兴元年开展这样一个活动，非
常及时。巩义市是郑州市‘西美’战略布局当
中一个重要支撑，资源好，开放包容的巩义，欢

迎大家投资兴业！”
舞钢市副市长李建国：“舞钢市好山好水

好空气，被誉为北国江南，几十座大中小型水
库形成了天然的风景。舞钢民宿五条优惠政
策和优良的营商环境已经吸引了宿联中国、过
云山居等民宿集群落地建设。”

焦作市解放区区长赵海燕：“我们区域范
围内有非常丰富的地貌和村落资源，有散落的
石头村、窑洞等等，除了今天和宿描集团签约
的项目之外，我们还有五六个这样散落的美丽
村落。我招商的时候总在讲我跟企业家们是

在谈一场恋爱，项目落地就是我们婚姻的促
成，落地的项目就是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
解放区的环境是‘妈妈式’的温暖，欢迎来考察
落地民宿。”

汝州市副市长张平怀：“‘汝瓷之都’发展文旅
民宿产业有底气，底气是环境好、资源好、人好、水
好、山好，欢迎大家到汝州去一起创造美好。”

淅川县副县长牛宇闳：“淅川是南水北调
渠首的所在地。在实行全国最严格的环保政
策，所以旅游业和生态产业就会成为富民富县
的一个最佳途径。未来，南水北调必定成为新

的旅游主题和中国最重要的旅游文化现象。”
卢氏县副县长孙江涛：“卢氏是‘河南后

花园’‘中原绿宝石’，在龙头企业带领下，一批
小而精的民宿呈蓬勃发展之势。通过参加今
天的中国民宿发展大会我们更加坚定了民宿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要把卢氏民宿打造成为卢
氏全域旅游目的地的核心吸引力。”

鲁山县重点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谷洪涛：
“欢迎到鲁山投资，鲁山县将用贴身贴心的服
务保证所有投资民宿产业的投资者顺心做事，
安心创业，踏实捞金！”

4月 18日，2021中国民宿发展大会在新密成功举办

河南加速度 将民宿锻造为乡村振兴“金钥匙”

河南乡村民宿发展全国争最快
梦想正照进现实

民宿“上山下乡”
赋能乡村
活化乡村

发展民宿，县市领导信心十足

顶尖民宿扎堆落地
他们看中了河南什么？

用废弃学校改造的品牌民宿焦作“云上院子”

2021中国民宿发展大会上，民宿赋能乡村振兴是热门话题

鹤壁网红民宿灵泉妙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