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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爱红

山脚下或溪水边，择一处院
子，煮茶品茗、看书发呆，静赏闲
云，且听风吟。充满文艺范儿的民
宿，让这份惬意和情怀有了归处。

作为乡村旅游的新名片、新亮
点，近年来民宿业如雨后春笋般在
国内迅速发展，我市也不例外。面
对这股蓬勃涌动的民宿热潮，市文
化广电和旅游局通过实地调研，形
成了《焦作市旅游民宿发展调研报
告》，客观分析了当前我市民宿业
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并积极把脉开
方。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专门
对该报告作出批示。这份报告犹如
一针“清醒剂”，带给我们许多思
考。

与省内外的旅游民宿发展相
比，我市民宿业起步较晚，但起点
并不低，发展势头令人期待。

《焦作市旅游民宿发展调研报
告》显示，目前，我市已建成并投
入运营的民宿项目有 31 个，在建
民宿项目 41 个，正在谋划运作的
民宿项目 14 个，具备开发旅游民
宿的古村落或资源 37 处，已通过
等级评定的金宿级民宿2家、银宿
级民宿 10 家，民宿发展模式主要
有自建自营、托建托营、品牌建

营、整村推进四种。
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后发优势，

老家莫沟、云上的院子、知青村等
我市一批旅游民宿脱颖而出，颇受
游客青睐。尽管如此，我市民宿业
发展存在的问题仍不容忽视。

“我市旅游民宿建成项目少，
已建成的旅游民宿有一部分徒有虚
名，仍停留在农家乐、家庭宾馆等
民宿的 1.0 版本时代，距离真正意
义的民宿还有差距。”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文化和旅游市场管理科负
责人王磊坦言，民宿作为一种新业
态，当前尚未在我市真正形成，缺
少项目、市场和业绩支撑，还谈不
上形成一个产业。

分布过于集中，是另一个客观
存在的问题。据了解，我市的民宿
主要集中在景区景点，以景区景点
为核心向周边辐射，目前尚未形成
一处成规模、高品质、特色突出的
民宿集群。

王磊分析，这种分布结构直接
导致两种后果：一是同一区域同质
化经营严重，民宿发展空间受到影
响；二是景区依托型民宿受景区制
约较大，景区分淡旺季，冷热不均
势必给民宿经营带来不稳定性。

配套政策滞后，也是一个亟待
解决的问题。除了没有推进民宿业
发展的相关政策外，证照问题也是

当前我市一些民宿项目发展的拦路
虎。

“因证照问题，许多民宿项目
的经营受到制约。”王磊解释说，

“民宿项目没有消防安全许可证，
其他证照就都无法办理，但能达到
消防安全要求的并不多。还有一些
民宿项目很难得到土地、规划等部
门的认可，这就造成民宿项目

‘先天不足’。”
民宿，满足了游客对高品

质住宿的需求。然而，人才匮
乏、服务亟待提升是我市民宿
业发展面临的另一个瓶颈。这
主要体现在：我市多数民宿经
营者以当地村民为主，没有受
过系统的专业培训指导，缺乏
基本的服务技能和先进的管理
经验，与民宿住客要求的温情
服务、个性化服务相去甚远，
市场意识不强；配套设施不完
善，道路及路标、环境卫生、
停车场地、用水用电、通信网
络等公共设施建设滞后，也对
民宿的服务体验造成较大影响。

大背景下，民宿经济的起
势已不可逆，怎样破解我市民
宿业发展存在的问题？《焦作市
旅游民宿发展调研报告》 开出
了药方。

体验是民宿品牌的核心。

报告建议围绕这一核心，致力打造
焦作民宿品牌、突出焦作特色。

报告提出，我市民宿应在贴近
民俗、贴近原生态、贴近市场上下
功夫，还要不断推动我市历史文
化、名人文化、怀药文化、非遗文
化、传统手工艺文化等与民宿深度
融合，打造有文化、有特色、有内
涵、有情怀、有温度的焦作民宿产
品，带给游客全新的生活体验，这
样方能赢得市场。

在打造旅游民宿产品时，还有
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要解决
好晚上做什么。没有夜间生活，这
是当下许多民宿的“通病”。这一
问题解决了，民宿才会更有吸引
力，游客才能够慢下来、留下来。

青山绿水、田园野趣，民宿
“唤醒”了乡村这些“沉睡”的资
源。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美丽
乡村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发展民宿
业，亟待突破政策瓶颈，在鼓励发
展和管理监督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此，报告提出，既要注重顶
层设计，对全市民宿发展统筹规划
布局，又要完善政策体系，制定出
台和落实有针对性的支持民宿发展
的各项配套政策，着力破解民宿发
展过程中的土地性质转换、点状供
地、消防安全保障等瓶颈问题。报
告还从金融机构信贷支持、民宿高
层次人才引进和培养、成立市旅游
民宿协会等多个方面给出建议。

情怀，是民宿始终不变的主
题。来自新疆的沈沁因为心中那份

难以割舍的情怀，去年年底租下了
云台山景区岸上服务区的竹韵闲园
民宿。她的顾客有一半是老顾客推
荐的，她把顾客当成朋友，新疆的
瓜果、坚果丰收时，她会给五湖四
海的客人邮寄。这种真诚、有温度
的互动是她想要的，也让她特有满
足感。

在沈沁看来，民宿不光要有
壳，还要有情怀、灵魂，有个性化
服务，要融入更多的东西，不能驴
粪蛋蛋表面光。可是，她发现不少
本地民宿经营者的想法过于单一，
她觉得大家应该多走出去看一看外
面的世界。“不能恶性竞争、恶性
循环，焦作民宿业要良性发展、逐
渐走向成熟，不是一个人的事，需
要全民动起来。”沈沁说。

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但令人欣慰的是，我市民宿业发展
问题已引起市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
重视。按照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
显的批示，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积
极起草《关于加快推进民宿业发展
的实施意见》《焦作市民宿管理暂
行办法》和《焦作市民宿发展协调
领导小组名单》。目前，这些文件
已提交市政府办，正在征求各相关
部门意见。

有了文化底气和焦作特色，我
市民宿才能走出自己的路。期待民
宿真正成为我市全域旅游版图的亮
点，与绿水青山共赢，让更多人在

“太极圣地·山水焦作”中寻找到
心中的桃花源。

焦作民宿业：高位起步还须持续发力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8 月 8 日，2019 年“一带一
路”国家林业项目开发官员研修班的32名学员对云台山
景区进行考察。该研修班由商务部主办，学员来自莫桑比
克、泰国、印度尼西亚、尼泊尔等10个国家。

通过参观考察，研修班学员详细了解了云台山景区在
森林资源管理、科研科普等方面所做的工作，对云台山景
区的自然风光、管理建设等给予高度评价。

据悉，此次云台山生态林业建设经验交流，有助于进
一步提升云台山景区在国际的品牌形象，为加强我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林业合作贡献力量。

“一带一路”国家林业项目
开发官员研修班考察云台山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即将在郑州举行。为全力支持这一盛会，我市
AAAAA级、AAAA级旅游景区积极响应省文化和旅游厅
的号召，9 月 6 日至 18 日将对郑州市民执行门票优惠政
策。

记者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期间，我市对郑州市民推出门票
优惠政策的景区有6家，分别是AAAAA级旅游景区云台
山、青天河、神农山，AAAA级旅游景区陈家沟、焦作影
视城、嘉应观。

活动期间，云台山景区将对所有郑州市民推出门票半
价优惠，即每人60元（需另外购买每人60元的交通费），
门票连续三天有效。持有郑州身份证的郑州市民可通过云
台山景区官方微信或微信小程序购票，也可持身份证或暂
住证、社保卡等有效证件到景区售票窗口现场购票。

郑州地区（含县区）散客凭有效身份证件游览青天河
景区，享受门票半价优惠，即每人30元；持郑州身份证
的郑州市民游览神农山、陈家沟、焦作影视城、嘉应观景
区，同样享受门票半价优惠，优惠后的门票价格分别为每
人32元、15元、17.5元、20元。

喜迎民族盛会

郑州市民游焦作门票优惠啦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今后，市民购买焦作旅游年票
将更加方便。记者昨日从市旅游年票管理办公室获悉，该
办公室目前已开通线上购票渠道，同时对线下购票程序进
行了简化。

据了解，想线上办理焦作旅游年票的市民，只需通过
微信搜索并关注“焦作旅游年票”或“焦作旅游年票云助
手”公众号，点击“在线购买”，填写、提交相关资料并
缴费，审核通过后即办理成功。市民可以到市旅游年票管
理办公室领取旅游年票，也可以选择邮寄到家。

此为，市旅游年票管理办公室还对线下购票程序进行
了简化。

据该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和过去相比，现在的旅游年
票可以代办。焦作市民持本人身份证或身份证原件电子版
（代办的需持他人身份证原件电子版）、一英寸照片，到我
市各邮政储蓄银行网点（含县乡）或市旅游年票管理办公
室办理。

外地在焦作居住人员凭房产证原件 （发证日期满一
年）、五险一金任意一项缴费证明（缴费满一年）、行政事
业单位工资证明（满一年）中的任意一项均可办理；夫妻
一方是本地居民的，凭结婚证即可办理；若以上条件均未
满足，可凭所居住地社区证明（居住一年以上）到市旅游
年票管理办公室办理。

该负责人还提醒广大市民，若旅游年票到期，可登录
市旅游年票管理办公室官网自动续费，次日即可正常使
用。如有疑问，可拨打电话（0391）3932991咨询。

线上购票渠道开通 线下购票程序简化

市民购买焦作旅游年票更方便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近日，在山阳故城西城墙，山
阳区文物保护集中入户宣传活动暨山阳故城环境整治行动
正式启动。

山阳故城是以汉代遗存为主的古城址，是汉献帝的食
邑之地，许多遗迹都与山阳公刘协有关，是研究“山阳
公”史和三国文化的重要区域。2006年，山阳故城被国
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作为土生土长的焦作人，山阳区新城街道墙南村村委
会主任樊照辉对此次整治行动举双手赞成：“山阳故城是
祖先留给我们的不可复制的宝贵财富，治理好山阳故城周
边的环境，保护好这张亮丽的历史文化名片，才能对得起
祖先、无愧于后代。”

据了解，为保护山阳故城，山阳故城所在的墙南村多
年来投入了不少人力和财力。为配合山阳故城环境整治行
动，该村将进一步加大文物保护重要性的宣传力度，成立
专门的领导小组，组建文物保护小分队，制订山阳故城及
周边文物遗迹的保护措施等。

山阳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王琳表示，将通过
开展山阳故城环境集中整治行动，最大限度保护遗址的完
整性、真实性，逐步构建山阳故城的区、街道、村三级防
控体系，实现对山阳故城的长效管理。同时，还将集中开
展文物宣传入政府、入企事业单位、入校园、入社区、入
村、入户等“六入”活动，为山阳区文物保护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

为增强公众文物保护意识，启动仪式上对老君庙戏楼
等2个优秀文物保护小组、李素兰等6名优秀文物保护员
进行了表彰。启动仪式结束后，山阳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工作人员还向山阳故城周边的沿街商户发放了文物保护宣
传资料。

山阳区启动山阳故城环境整治行动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暑假来临，研学游火热，“太
极圣地”温县陈家沟近日迎来一群
特殊的游客。

说他们特殊，是因为他们来自
一所特别的小学——焦作市第五中
学小学部。这所学校6个年级学生
加起来不足百人，人数最多的一个
班也才13人。

说他们特殊，还因为参加此次
研学游的 16 个二至四年级小学生
有很多是留守儿童，他们有的是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有的来自单亲家
庭。多数孩子的父母没有固定工
作，甚至常年在外打工，家里生活
困难，很少有机会让孩子走出家门
参加夏令营。

说他们特殊，还在于他们租不
起两天 2000 多元的大巴，为节省
经费，出行乘坐的4辆车不是老师
的私家车，就是老师从朋友那里借
来的面包车，奖状、奖品、急救箱
里的药品也都是老师自掏腰包购买
的。

为给孩子们打开一扇窗，带他
们探访家乡历史古迹、感受美丽焦
作山水，邱静、李霞两名老师顶着
烈日奔波于我市各个景区景点，竭
尽全力为孩子们争取优惠的门票政
策。当她们找到陈家沟景区管理局
宣传科科长原帅说明情况后，原帅
立即向局领导汇报。该局局长王世
谦不仅特批免门票，还免费提供讲
解、观光车。

让师生们感动的还不止这些。
原帅自费为孩子们购买了铅笔、橡
皮、作业本等学习用品，又联系当

地经营太极服生意的爱心人士陈嘉
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太极文化衫，联
系王庭大酒店免费为孩子们提供午
餐。这份意外的收获，让老师们动
容，更让孩子们惊喜。他们将千言
万语凝结在一面锦旗里，表达对陈
家沟景区的谢意。

穿上漂亮的太极文化衫，孩子
们在导游的带领下，兴致勃勃地参观
了太极拳祖祠、中国太极拳博物馆，
了解太极拳的历史传承，聆听太极拳
名家故事。他们一个个听得津津有
味，不时在本子上记着、写着。

在杨露禅学拳处，十几名习拳
者身着飘逸的太极服正在练拳，
孩子们被眼前这一幕所吸引。观
赏不如亲尝。在太极拳师的带领
下，孩子们练起了太极浑圆桩。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他们一遍
遍重复着屈膝、双手外翻、身前
抱圆等动作。夏日炎炎，不少孩
子的额头上冒出了汗珠，但大家
都咬牙坚持着。

“哪儿都不酸，就是腿疼。”
“太极拳很有意思，就是有点

累。”

体验结束，孩子们七嘴八舌议
论纷纷。这次亲密接触，不仅让他
们体会到当“武林高手”的不易，
更感受到太极拳的博大精深。

“太极拳从焦作传播到全世
界，老人、小孩都在练，还能把
身体练得棒棒的，我觉得创造太
极拳的陈王廷特别厉害，很了不
起！”今年 9 岁的韩东恒满是钦佩
地说。

行走山阳大地，孩子们用脚步
丈量广阔世界，用心感受大美怀
川，收获的有知识、有成长，更有

感动和暖暖的爱。然而，并不是所
有景区景点都像陈家沟那样，为他
们敞开方便之门。

“像陈家沟这样对特殊群体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景区太少了。”
邱静感慨。

在“只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
企业才是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企
业”已成广泛共识的今天，景区履
行社会责任，不仅能带来良好的口
碑和形象，还能增加景区的软实力
和竞争力。由此看来，我市一些景
区还需补齐社会责任这块短板。

为留守儿童敞开大门 太极圣地陈家沟获赞

位于修武县西村乡金陵坡村的精品民宿云上的院子。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位于云台山景区岸上服务区的精品
民宿竹韵闲园一角。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位于青天河景区的红色旅游文化民宿知青村。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在杨露禅学拳处，孩子们认真跟随拳师习练太极拳。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孩子们在争
相体验搬铎石。

本 报 记 者
王爱红 摄

为表达谢意，参加
研学游的孩子向陈家沟
景区赠送锦旗。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