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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宏涛 龙飞

太行之魂王相岩、百里画廊太
行天路、原生态峡谷漂流景观……
素有“北雄风光最胜处”的林州太行
大峡谷，如今更加令人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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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州太行大峡谷荣获 2020
年度河南省五钻级智慧景区。“智慧
管理、智慧服务、智慧营销”在这里
落地开花，提升硬件建设、增加软件
服务，这个国家 5A级景区已成为众
多游客心之所向的地方。

科技赋能 智慧加速

山 花 烂 漫 之 处 ，必 有 满 园 芬
芳。如今的“科技+X”在逐步改变
人们的追求生活方式，景区硬实力
的提升和软实力的增加，也正在提
升游客感官体验。4月 7日，林州太
行大峡谷荣获河南省五钻级智慧景
区的消息迅速传开，让这个 5A级景
区焕发耀眼的光芒。

近年来，太行大峡谷投入大量
精力，建设了以“智慧管理、智慧服
务、智慧营销”为基础的智慧景区软
硬件体系，目前太行大峡谷智慧旅
游已经实现了 4G 和 WiFi 全覆盖、
智能停车、智能导游、智能导航、智
能购票、云端太行等多个智慧旅游
体验项目。此外，景区还建立了大
数据综合监测分析平台，完善了视
频监控、智能广播、智能停车场、电
子票务系统、WiFi、微信等多个应用
平台，实现景区监测、客流分析、景区
预警、网上购票、扫码购票、广告监测
等多项功能。线上线下服务不断融
合，不仅提升了景区的管理水平和服
务质量，游客的满意度也显著增加。

与此同时，为深入贯彻《安阳市
旅游景区“百日提升”行动方案》和景
区工作会议精神，近日，太行大峡谷
景区还积极开展旅游质量“百日大提
升”的活动，从环境、服务、安全、收费
管理等方面，为景区发展提质增效。

“体育+旅游”迸发活力

太行大峡谷为什么被称为户外
运动的天堂？这里有什么魅力，吸
引大批户外运动爱好者到访？

软件、硬件的有效提升，为景区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精品活动
不断填充，更为景区“体育+旅游”的
创新发展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月 27日，太行大峡谷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面的KOM山地越野挑战赛，
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多名
户外爱好者参赛，景区在推动全民
健身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同时，
放大了体育赛事综合效益。

全长 12公里赛道，沿途可以看
到奇峰突兀、峭拔雄壮，一条蜿蜒曲
折的桃花溪水贯穿峡谷。活动当
日，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从太行大
峡谷景区桃花谷大门出发，在欣赏
山间秀美景色的同时，体会到了运
动的无穷魅力。

“美爆了！数万只风车五彩斑斓、
造型各异把太行大峡谷点缀成‘网
红’打卡地！”。3月 20日至 4月 25
日，正值太行大峡谷风车节迎风绽
放，当风吹来，梦幻斑斓的小风车，魅
力十足荷兰大风车，惊艳了所有游客。

山水添彩 乡村振兴

行走在太行大峡谷景区，不仅

感受到太行山水的雄浑大气，也深

深感受到景区在经营中的大格局和

社会责任感。作为河南省内乃至全

国著名的自然写生基地，太行大峡

谷已然从秀美的“山水画卷”发展成

为“农户致富”的希望。

美丽的山水成为画卷，而这画

卷衍生为造福乡亲的红火产业。太

行大峡谷自然风光绮丽、民居独具

特色，景区的建设皆与绿水青山浑

然一体，这里一树一花吸引着四面

八方的老师与学生来此绘画创作。

蓬勃发展的“旅游+写生”为当地发

展增添了活力。

在绿水青山间谋发展，于产业

扶贫中促振兴，太行大峡谷唱响了

富民曲。桃花洞村位于太行大峡谷

核心景区桃花谷之中，村里借旅游

资源脱贫，完成了由贫困村向旅游

示范特色村的美丽嬗变。

在太行大峡谷的带动下，当地

不少群众通过发展乡村民宿，开办

纪念品超市，带动周边贫困户脱贫

增收。就在 2020年，石板岩镇接待

游客 11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 2.6

亿元，“三产”增加值完成 4.53 亿

元……这看似简单枯燥的数据表

明，石板岩镇的旅游事业已经步入

快车道，正处在健康快速发展的黄

金时期。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

中部文旅新地标 创新发展赢未来

□孙国隆

景区亮点不断涌现，旅游服务
不断提升……伴随着鸡冠洞景区持
续向好发展，这里已成为洛阳栾川
经久不衰的名片。无论是不断“上
新”的景致，还是纷至沓来的游客，
景区受到青睐的背后，是旅游活力
的激发和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从
2019年年底实施的“5A景区综合提
升工程”进入了深度提升阶段，美丽
的鸡冠洞更加亮眼。

园区升级 颜值飙升

暮春，将夏。鸡冠洞春色融融，
最是令人心动。近年来，鸡冠洞景区
启动投资3000万元的园区化提升改
造建设工程，景区崭新的游客服务中
心、入园检票口、游览步道升级项目
投入使用，使景区颜值不断飙升。

游客走进景区，不仅可以领略
亿年溶洞的奇特景观，还可徒步鸡
冠山，登高远眺壮丽山川，漫步于高
山牡丹园、月季园，赏自然、和谐的
画卷。夜幕降临，月光下的鸡冠洞
更添动人韵味。从中心广场望去，
园区霓虹争辉，灯海如画，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鸡冠洞景区的灯光秀极大地增
加了游客游览体验，让游客的快乐
天黑不打烊，为景区发展夜经济打
下基础。

文旅交融 乐趣多多

四月芳菲尽，牡丹娇容醉。高
山牡丹正以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花
容示人。

借此契机，鸡冠洞景区在 4 月
17日举行了千人共尝“天下第一”牡
丹饼活动，现场满园花香沁人心脾，
令人沉醉，自然与人文的相切相携，
彰显出鸡冠洞旅游所蕴含的活力。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
化的载体。更多的文化元素融入旅
游体验中，彰显着独具特色的“诗与
远方”。

春节其间，央视《新闻联播》《新
闻直播间》栏目分别对鸡冠洞民俗
展演活动进行全面报道，坚定了该
景区发展特色文旅品牌的道路。

近几年，鸡冠洞以“四季如春”
的恒温溶洞加上豫西民俗展演、避
暑狂欢等形式开展主题活动，“鸡冠
洞里过大年”“清凉避暑狂欢季”“高
山牡丹观赏季”等文旅活动已连续
举办多年，吸引数百万游客前来观
光度假、体验民俗文化。

每逢节日，景区会推出表演狮
子登高杆、压罗子官、踩高跷、庄稼
佬推车等民俗节目；在非物质文化
遗产展厅,更多游客领略榫卯木工、
栾川粽包等非遗文化的魅力。

二十八载 再铸辉煌

2021年，鸡冠洞景区迎来开放
迎宾28周年。

28年来，景区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以品牌建设为中心，抢抓机遇、
趁势而为，狠抓企业经营管理，积极
探索园区化经营模式，各项规划建
设稳步推进，在市场开发、运营管
理、项目建设、文旅融合、夜游经济
等方面不断创新，顺利实施了“5A
景区综合提升工程”。同时，景区积
极利用自身资源优势，落实扶贫帮
带，合力助推乡村振兴发展路子，带
动了周边社区、农民依靠旅游脱贫

致富，助推地方经济增长。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的华丽转身，鸡冠洞景区的品牌效
应 显 著 增 强 。 先 后 荣 获“ 国 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伏牛山世界
地质公园核心园区”“河南省文明风
景旅游区”等多项荣誉。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
局之年。鸡冠洞将继续深入贯彻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
展理念，紧紧围绕今年“经营创新
年”发展目标，推进营销创新、产品创
新、管理创新，进一步丰富园区内涵、
优化生态环境、提升管理水平、提高
综合效益，加快文旅高质量发展。

团结奋进只争朝夕，苦干实干
不负韶华。下一步，景区将继续围
绕打造受人尊重的一流文化旅游企
业（集团）的企业愿景，践行“把鸡冠
洞保护好、发展好、利用好，让鸡冠
洞造福游客、造福群众、造福职工”
的企业使命。

鸡冠洞：亮点频涌现 未来更亮眼

银基动物王国

银基冰雪酒店夜景

银基冰雪世界飘雪秀

黄河之滨、天地之中涌动着文化
旅游发展的热潮。

抢抓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战略，担负助推文化旅游强省
建设的历史使命，扛起打造高质量发
展区域增长极的重任，高质量建设国
家中心城市，省会郑州正在谱写新时
代的精彩答卷。

郑州为“龙头高高扬起来”奋进
之时，河南银基集团顺势而为、应时
而上，斥资 560亿元布局高端文旅产
业，抢滩万亿级蓝海市场，打造中国
文旅新地标。这一浓墨重彩的一笔，
装点着省会“西美”的新图景。

位于郑州西南的银基国际旅游
度假区，以江山万里为卷、着千年匠
心之笔，以国际领先的眼界建设一站
式度假地，撬动了产城融合及城市升
级。目前，银基倾力打造了银基动物
王国、银基冰雪酒店、银基冰雪世界、
银基乐海水世界、银基黄帝宫御温泉
等一系列重磅文旅项目，成为展示文
化自信、献礼中原的扛鼎之作。

作为河南文旅领军品牌，银基正以
“世界文旅乐园、中原欢乐地标”的姿态
迎接着纷至沓来的游客，以持续的“加
速度”向着世界级文旅品牌迈进。

十年铸一剑 巨手画蓝图
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巨舰起航

对诗和远方的追求，贯穿人类文

明始终。人们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不

断增长，文旅行业成为国家战略性支

柱产业，也成为衡量人民幸福生活的

新指标。

企业顺势而为，才能有大作为。

2011年，银基集团紧跟时代步伐，把

握文旅产业融合机遇，在 26000亩的

土地上挥毫擘画，打造了对标国际高

标准的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扛起了

繁荣中原文旅产业的大旗。

在项目顶层设计上，银基国际旅

游度假区立足河南、放眼全国，着力

描绘文旅产业新蓝图，以高品质的配

套带动产业价值，通过综合态互补构
建产业良性生态，致力于打造一站式
度假目的地，为全国人民提供美好生
活新方式。

在项目规划建设上，银基国际旅
游度假区立意长远、观念超前，始终
以高品质、高规格、高标准为定位，以
资本、创意和科技为驱动，深入挖掘
地域特色文化，打造特色鲜明的旅游
度假目的地，不断探索特色小镇、主
题公园、度假酒店等文旅业态，打好

“文化”和“旅游”两张牌，成为河南旅
游的新标杆、中原文旅的领跑者。

十年磨一剑，久久方为功。2021
年，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已有五大文
旅项目相继开业，以全龄层的产品、
集群式的产业、高标准的服务，被行
业评价为中国北方文旅新星，带给游
客全天候、全品类度假新体验，成为
中国旅游度假新名片，文旅巨舰正式
起航。

五朵金花俏 文旅新地标
打造中部一站式度假目的地

目前，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已完
成投资 210亿元，五大文旅项目相继
投入运营，形成中部全品类的一站式

度假目的地：既有国内最具体验感的

全新一代动物主题乐园银基动物王

国，也有国内首座极地生态主题、拥

有 1314 间客房的银基冰雪酒店，还

有国内唯一全室内冰雪主题综合性

乐园银基冰雪世界，以及重新定义高

品质的银基黄帝宫御温泉酒店、拥有

顶尖玩水设备的银基乐海水世界。

作为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的首

个文旅项目，银基黄帝宫御温泉酒店

拥有轻奢温泉别墅36栋，各类特色泡

池 108个，是游客向往的高品质泡泉

佳境和避暑胜地。独创古色古香的

加汤仪式，带给游客与众不同的泡泉

体验。

银基乐海水世界占地约17万㎡，

总投资超 10亿元。项目以海洋探险

为主题，拥有百余项国内顶尖玩水设

备，涵盖主题游乐、旅游休闲、特色商

业等多种功能，集水上、岛湾等多元

化空间形态于一体，是中原地区面积

最大、设施最先进、项目最丰富的高

端水上乐园是夏日时尚游玩必选。

银基冰雪世界独创 3000㎡冰湖

面 ，360 米 炫 丽 冰 环 路 ，四 季 恒 温

18℃，是亚洲首个集冰场、娱雪、游

乐、科教于一体的综合性冰雪主题室

内乐园，郑州热门网红打卡地，中部

地区亲子游玩首选目的地。
银基动物王国总投资50亿元，拥

有佳宝小镇、生命岛、梦幻动物园、翡
翠海、奇幻世界、巨龙山谷等六大主
题区域，展示 200余种、3000余只珍
稀野生动物，拥有 19 组大型游乐设
备，拥有国内首台水陆两栖动物观光
车、VIP动物观光车、国内首座有断轨
和速降体验的矿山车等，致力于打造
最具体验感的动物主题乐园。

银基冰雪酒店总投资30亿元，以
极地生态为主题，拥有各类主题套房
1314套，中部地区最大3151㎡的国际
会展中心，1570㎡的超大无柱冰雪皇
宫宴会厅等全方位的娱乐度假体验。

这“五朵金花”有多火？客流数
据能揭晓——

度假区以“缔造全球顶级文化旅
游度假天堂”为企业愿景，以“为每个
人创造平凡中不凡的记忆”为企业使
命，为游客提供极致的体验感，自
2015 年开始运营以来，累计已为近
2000万游客带来了欢乐。

尤其是 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的重大挑战，仍然实现了 800万
人次的客流目标。预计 2021 年，度
假区整体游客将突破1200万人次。

这“五朵金花”有多靓？行业大
奖见一斑——

度假区设计理念先进，规模宏
大、业态全面，连续斩获国内外多项
行业大奖：在具有“亚洲酒旅达沃斯”
之称的第十二届 AHF 峰会上，度假
区及旗下银基冰雪酒店分别斩获“年
度最佳旅游综合体项目”“年度最值
得期待新开业酒店”两项亚洲大奖；
2020年以来，更是先后荣获第五届中
国文旅年度峰会暨龙雀奖、“年度最
具成长性文旅集团”和“年度最值得
期待主题公园”，2020中国文旅和网
红经济融合发展峰会“中国最美旅游
网红打卡地”，第三届中国文旅新营
销峰会“中国文旅先锋奖”等诸多重
磅奖项。

这“五朵金花”有多俏？游客青
睐最重要——

游客对度假地的喜好，往往反馈
在大数据中。2020年，银基国际旅游
度假区成为国内最为引人注目的网
红景区；其中开业仅半年的银基动物
王国，是当年短视频平台上升最快的
热门景点，全网曝光超过14亿次。

同时，银基常年霸屏本地各类线
上榜单：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占据
郑州风景名胜游玩人气榜榜首；银基
冰雪酒店，在“郑州住宿人气榜”单上
长期第一；银基动物王国和银基冰雪
世界，则分列“郑州市经典必玩榜”前
两名。

全业态、全时段、全龄层
擘画新文旅的恢宏画卷

同时，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规模
仍将继续扩大，庞大的文旅体系也在
一步步完善。

银基滨湖商业街依托 3000亩湖

景，集娱乐、餐饮、购物、休闲、高端公

寓等业态于一体，即将于近期面市。

项目拥有中原首个摩天轮空中餐厅、

水上大型餐船、万平室内运动场馆、

大型 IP主题餐厅，以及爱情主题商业

场景，集娱乐、餐饮、购物、休闲、高端

公寓等业态于一体，是中原首个“沉

浸式爱情主题”商业街。

银基海洋王国项目占地 600亩，

计划投资 50亿元，包含梦幻海豚湾、

冒险亚马逊、惊险加勒比、湖心岛水

秀、神秘深海探险、奇幻冰川世界等，

将建成中国最大的集海洋动物展示、科

普体验、水上乐园、大型表演、游乐设备

等于一体的世界级海洋主题公园。

银基儿童探险王国占地 120亩，

项目以“亲子”为主题，集探险游乐、

儿童职业体验、特色培训等于一体，

是孩子和家长探险游玩的好去处；黄

帝宫景区扩建项目计划投资25亿元，

打造传承黄帝文化的历史人文景观，

再现轩辕黄帝的帝王风范……

项目全部建成后，度假区将成为

集陆地、海洋、文化三大主题于一体、

具有中原特色的“鼎级”度假胜地，涵
盖四国风情温泉度假中心、五大风情
商业街、六大世界级主题公园、七座
文化旅游度假酒店、一大历史人文名
胜，引领一站式度假新风尚。

届时，度假区年接待游客量可达
2000万人次，创造就业岗位15000多
个，年创利税达 15亿元，对改善当地
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
增加就业、拉动中心城镇经济、提高
地区知名度等，都将发挥重要的推进
作用。

文旅融合成为建设文化强国、提
升文化自信、推动文化“走出去”的重
要路径和载体，旅游被赋予新的历史
使命和责任。未来，银基这一模式还
将在海南乐东、广西北海、河南洛阳
等地多点开花，共同形成名副其实的

“文旅航母群”。
世界文旅乐园，中原欢乐地标。

意气风发的银基人正踏着新时代的
奋进鼓点，和着新文旅的发展节拍，
在新征程上再闯新路、力争上游，高
质量助力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擘
画新时代出彩、精彩、多彩、重彩的恢
宏篇章。

太行大峡谷 北雄最胜处

民俗展演精彩纷呈 八方游客纷至沓来

鸡冠洞外焕新彩 国色天香迎客来

太行韵 峡谷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