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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爱红

我市山地旅游发展又传喜讯：昨
日在贵阳举行的2020国际山地旅游联
盟年会上，2020“IMTA 山地旅游
奖”评选结果揭晓，云台山景区荣
获“最佳山地旅游目的地奖”，是河
南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景区，同时作
为名山代表应邀参加“展望疫后世
界名山可持续旅游之路”主题讨论。

由国际山地旅游联盟主办的
2020“IMTA 山地旅游奖”征集活
动历时一个多月，此次征集评选共
设“山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奖”“最佳
山地旅游目的地奖”“最佳山地旅游
户外运动奖”“最佳山地旅游徒步线
路奖”“最佳山地旅游营地奖”5个
奖项，收到来自全球各地的申报项
目 100 余个。经中国、德国、韩
国、法国、瑞士、美国等国的旅游
规划、生态环境、艺术文化、户外
运动等领域专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
认真、细致甄选，有 37 个项目入
围。最终，“最佳山地旅游目的地
奖”分别被云台山景区、日本大雪
山国立公园、湖南莽山五指峰景区
三家摘得。

云台山缘何能够揽获这一国际
大奖？

独特的资源优势、不断的创新
发展是其成功的秘诀。

云台山作为综合型山地旅游目
的地，以太行山岳丰富水景为特
色、峡谷类地质地貌景观和悠久历
史文化为内涵，集科学价值和美学
价值于一身，生物群落多样，其中

植物种类有1400多种，主要动物有
400余种。景区负氧离子含量常年维
持在每立方厘米1万至2万之间，主
峰 茱 萸 峰 森 林 植 被 覆 盖 率 高 达
93%，享有“天然氧吧”美誉。云
台山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
底蕴，备受海内外游客青睐。

除了“先天优势”，更有创新发
展的后劲加持。

近年来，云台山景区紧紧围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充分结
合，谋划实施了云台山夜游、茱萸

峰索道、文化旅游学院、猕猴谷生
态营地、云藤七贤精品帐篷营地、
云阶康养旅游小镇等 16 个总投资
200 亿元的“云系列”转型提升项
目，以项目建设带动景区山地旅游
转型发展。

围绕山地旅游发展，云台山大
力释放“旅游+”效应，融合音
乐、体育、研学等文化元素，量身
打造了九九国际登山挑战赛、中国
汽车越野巡回赛、山地自行车赛、
云台山群英会、云台山音乐节等一
系列异彩纷呈的IP活动，努力推动

景区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从门
票经济向产业经济、从观光型向休
闲度假型转变。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给全球山
地旅游业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
响。国际山地旅游联盟首次设立并
启 动 征 集 评 选 “IMTA 山 地 旅 游
奖”，旨在通过整合当前山地旅游资
源及产品，树立领域标杆，提振山
地旅游产业疫后重塑信心，力求形
成行业引领示范效应。

“最佳山地旅游目的地奖”之所
以花落云台山，云台山广受国际山

地旅游联盟及评审委员会各国专家
的关注和青睐，与其在疫情下不断
破冰探索所取得的有目共睹的成绩
密不可分。

据了解，今年年初以来，云台
山景区从主动闭园到全力以赴抗
疫，从大手笔营销到快速复苏，从
辐射带动式发展到共享发展成果，
其以一贯的果敢和担当，围绕“宣
传力度不减、市场声量不断、项目
推进不停、人心凝聚不散”的总策
略，多措并举、积极营销，不断引
领行业，取得卓著成就，频频登上
全国各大榜单。截至目前，该景区
今年共接待游客 300 万人次，造就
了继“云台山现象”后，疫情下的

“云台山旅游新现象”。

缘何揽获国际大奖？

云台山这样打造最佳山地旅游目的地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11月16日，市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第二批焦作市
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名单，20 家单位入选。目前，
我市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总数已达39家。

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是深入挖掘、整合和开发利
用当地工业、农业、商业、人文、生活、城市公共服
务等各类优质社会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品种丰富、风
格多样、特色鲜明的旅游产品、旅游业态和旅游目的
地吸引物，形成具有一定接待游客能力的旅游访问场
所（单位、机构）。建设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是我
市创新文旅产品、丰富文旅业态、增加文旅有效供
给、助推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推动文旅产业转型发
展的重要举措，先后被列入全市文旅产业转型发展十
大创新提升工程、“留客住焦”提升行动等。

根据第二批焦作市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验收认定
工作总体安排，各县 （市） 区共推荐 33 家申报单
位。经文档审核、现场检查和综合评定，市创建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市领导小组最终认定20家单位为第二
批焦作市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它们分别是山阳区的
金海传统文化体验基地、“新东·焦作1898”历史文
化园区，解放区的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纪念馆、战斗
英雄王忠殿事迹陈列馆、福盛坊绞胎瓷艺术中心，示
范区的中原工业设计城、焦作古州民俗博物馆，中站
区的太行八英纪念馆、北朱村民俗村，沁阳市的黑陶
小镇、宋学义故居、沁台花海生态园，博爱县的探花
庄村、楷妈怀姜文化产业园、花间巷美食街，武陟县
的青龙宫、千佛阁，温县的庆州武院、大尚知青园，
孟州市的岩山村。

20家单位入选第二批焦作市
社会资源旅游访问点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继11月7日举办首场直播
活动后，11月21日，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同
程集团联合打造的2020焦作好物节将再次与广大网
友相约同程旅行直播间，超多劲爆焦作好物和大奖等
您来抢。

为深入开展焦作文旅目的地推广，将更多、更好
的焦作特产风物推介给广大网友，让“太极圣地·山
水焦作”文旅品牌更加深入人心，持续吸引更多游客
走进焦作，领略焦作独特魅力，支持旅游扶贫，拉动
文旅消费，焦作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同程集团携手
举办2020焦作好物节。

11月7日晚，2020焦作好物节首场直播活动在同
程旅行直播间一亮相，就受到广大网友热捧，超过
160万网友在线参与直播互动，且直播内容在20多个
长三角中高端网络社群中广为传播。通过现场秒杀、
直播带货，我市精心甄选的 13 个品类的名优特产、
地道好物一上线就被网友抢购一空，直播两个小时共
成交5000余单，销售成交金额15万元。

据了解，第二场直播活动将于11月21日18时至
20时举行，这次直播间设在江苏苏州的同程旅行大
厦。届时，同程直播达人将向广大网友推介铁棍山
药、珍珠菊、铁棍山药粉、怀庆府闹汤驴肉、武陟油
茶等12个品类的焦作地方特产，并将当场派发星巴
克兑换券、同程黑鲸卡、焦作特产好物等超多惊喜奖
品。心动不如行动，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通过手机搜索

“同程旅行”微信小程序-“我的”-“同程直播”-
“焦作直播专场”进行关注。

2020焦作好物节与您再相约
超多焦作好物和大奖等您抢

本报讯（记者王玮萱） 昨日，记者从市文广旅
局获悉，焦作市“百姓文化节”暨首届公共文化产
品展示采购会 （简称“文采会”） 将于 11 月 22 日
（本周日） 14 时在焦作影视城开幕。这是我省范围
内首次举办“文采会”，也是全国第4次举办“文采
会”。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
化馆、焦作“百姓文化超市”运营中心、焦作影视城
承办。

据市文广旅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已有130
余家文化产品供给主体单位报名参会。在此次“文采
会”上，不仅将展出我市本土特色文化产品，而且还
将展出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特色文化产品，所展产品
种类丰富，服务范围老少皆宜，这是一场文化的盛
会。

焦作文化底蕴丰厚，特色文化产品不胜枚举。近
年来，我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文化需求为根
本，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成
绩。尤其是2015年创新建立的“百姓文化超市”更
是为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经
验、新模式，成为焦作市和河南省一张亮丽的文化名
片。近年来，“百姓文化超市”每年处理群众订单由
2016 年的 5000 个提升到今年的 40000 个，动动手指

“淘文化”、足不出户“享文化”，使焦作人民受益匪
浅。

此次“文采会”是焦作市文化事业中的又一次创
新。“文采会”将通过“线上评选、线下展示、专家
研判、政府购买”的形式，进一步培育市场主体，调
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进一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升“老家河南”品牌形
象、展示“太极圣地·山水焦作”风采。

焦作市“百姓文化节”
暨首届“文采会”开幕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11
月 16 日至 18 日，黄浦江畔，
2020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如
约而至。来自 50 多个国家和
地 区 以 及 国 内 31 个 省 （区
市） 的 1500 多家旅游机构代
表齐聚上海，共赴东方之约，
共享复苏生机。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积极组织我市文化旅游
企业参展，借产品推介、品牌
推广、洽谈交流，展焦作文旅
风采，收获颇丰。

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自
1998 年创办以来，已发展成
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
为广泛的专业旅游展会。本届
交易会展区多元、内容丰富，
展览面积达4.5万平方米，参
展单位1500多家。

突出文旅融合理念是本届
交易会的一大亮点。交易会期
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
云台山、陈家沟景区以及金谷
轩绞胎瓷有限公司亮相盛会，

“老家河南”焦作展台以云台
山水和太极拳为主题，琳琅满
目的焦作特色旅游宣传品和文
创产品也被带到交易会现场，
吸引众多参展商和观众驻足咨
询，充分展示了焦作“世界太
极城·中原养生地”城市形
象。

11 月 16 日交易会首日，
中国功夫当之无愧成为河南文

化旅游最大的亮点。精彩的少
林功夫和来自我市温县张保忠
武院的拳师带来的太极拳表
演，彰显了河南入境游主打功
夫旅游品牌这一主题，吸引巡
视展馆的文化和旅游部领导以
及现场观众驻足欣赏，独特的
观赏体验获得一致好评。

作为本届交易会系列活动
之一，在11月16日举办的中
国-亚非旅游航空论坛上，我
市又收获一份大大的惊喜——
2020年深受“一带一路”（亚
非）国家游客喜爱的来华旅游
优秀线路结果揭晓，焦作作为
太极拳发源地，“探秘功夫源
地”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十佳
精品线路”。

这是焦作文旅与西安旅游
企业合作共赢的结果。据了
解，为提升焦作旅游国际影响
力和吸引力，加强与国际旅游
客源市场接轨，吸引更多入境
游客来焦旅游观光、休闲度
假，2018 年 12 月，我市旅游
主管部门在西安设立焦作旅游
（西安） 宣传推广中心，利用
西安旅游界明星企业——西安
中国国际旅行社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和自身强大的宣传网
络，面向境内外市场宣传推广
焦作文化旅游产品，以太极
拳、少林拳为主的河南功夫之
旅是其主推线路，深受境内外

游客欢迎。
在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的交流中，不少旅
游业界人士表达了对焦作文旅
产品的青睐。

西安中国国际旅行社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任宏在上
台领奖后表示，功夫是深受国
际游客喜爱的中国优质旅游产
品，极具国际旅游竞争力，希
望下一步能积蓄力量、加强合
作，把河南的太极少林功夫产
品更好更广地推向世界，让更
多国际游客到焦作、到河南寻
根中华文明、探秘功夫源地。

中国旅行社协会入境旅游
分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千乘假
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琳也对焦作入境旅游充满信
心：“焦作有美丽的云台山、
闻名世界的太极拳，还有发展
旅游业的良好基础，一定能在
入境旅游上做出好文章。”

《环球时报》 环球旅游周
刊主编蔡玉民则建议，航空网
络、国际媒体与目的地文旅的
结合，标准化流程与定制服务
的开发，新技术与精准客群的
深度挖掘，将成为未来中国入
境旅游的角力场。希望焦作以
此为契机，积极克服疫情影响，
不断创新入境旅游产品，策划
实施有影响力的大型活动，进
一步做大入境旅游市场。

20202020中国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国际旅游交易会

焦作文旅展风焦作文旅展风采收获丰采收获丰

河南云台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进松（右三）上台领奖。
（本栏照片均由云台山景区提供）

云台山景区荣获的“最佳山地旅
游目的地奖”证书。

2020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上的太极拳表演吸引人们驻足欣赏。
（本栏照片均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本报记者 王爱红

2020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秀
案例近日发布，我市叫响“太极功
夫之旅”品牌案例成功入选。

太极拳，我市最具品牌影响力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也是焦作、河南乃至中国联通
世界的一张重要“文化名片”。怎样
做好“非遗+旅游”融合发展文
章，让太极拳绽放异彩？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按照创
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总体布局和
打造“世界太极城·中原养生地”
总体要求，借助独特的太极拳发源
地优势、健康的养生方式和博大精
深的文化内涵，不断创新太极文化
与旅游融合的方式、举措，走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文旅融合新路子，
叫响了“太极功夫之旅”亮丽品
牌。

以项目为抓手
增强“太极圣地”吸引力

温县陈家沟，太极拳发源地。
依托这一优势，我市以项目为抓
手，加快推进文旅融合项目建设，
增强文旅项目吸引力，营造“太极
圣地”浓厚氛围。

“太极小镇”“印象太极”、中华
太极馆、建业太极文化生态园、太
极拳国家非遗传承馆、子夏大学城
和东沟、杨露禅学拳处二期项目等
7 个文化旅游重点项目先后确立；
投资 158 亿元的温县黄河生态与太
极文化融合新区项目入选全省文旅
重点支持项目库；与张艺谋团队和
IDG 资本合作，在陈家沟打造以一
场大型室内情景体验式文化演出为
艺术核心，以印象太极剧场周边太
极文化体验区域为内容的太极文化
旅游演出目的地，提升旅游品质，
给游客带来更好、更丰富的旅游体

验。

树品牌促融合
推介传播太极文化

为传播太极文化，推介我市优
秀文化旅游资源，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努力打造“春雨工程”文化志
愿者品牌。

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我市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连续 5 年分别
赴西藏、新疆、云南、贵州、内蒙
古、甘肃、青海等地开展“春雨工
程”太极文化志愿者走进边疆行活
动，通过邀请太极拳名师开展培
训、举办太极文化山水图文展等，
对我市优秀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宣传
推介，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另一创新举措是实施“春雨工
程+文艺展演+非遗展示+旅游推
介+线上直播”融合发展模式。我
市不断挖掘太极拳及本土文化资
源、文艺元素，创排文艺节目，将

太极文化、焦作山水融为一体，以
文艺形式带动提升旅游推介活动，
同时通过焦作“百姓文化超市”进
行现场直播，在线浏览量超过50万
人次。这一做法得到了文化和旅游
部的肯定。

节会赛事搭台
扩大太极影响力

节会搭台、文旅为媒、经贸唱
戏。已连续成功举办十届的中国·
焦作国际太极拳交流大赛暨云台山
国际旅游节 （以下简称“一赛一
节”），不仅搭建起太极拳与世界对
话平台，促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也
为焦作发展注入新动力。

“一赛一节”期间，我市组织了
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旅活动。
国际马拉松赛、中国功夫之旅品牌
推广协作体年会、太极拳高峰论坛
等亮点纷呈，为丰富我市文化旅游
内涵，促进文化、体育和旅游产业

融合发展助力添彩。
借力国内外主流媒体及赛事活

动平台，我市也打出了一套“组合
拳”：举办“一带一路”太极行国内
外展演活动，辐射国内 200 多座城
市、国外30个国家的36座城市，在
世界范围内掀起太极拳演练热潮；
邀请中央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到“太
极圣地”采访采风；依托太极拳发
源地优势，举办国家、省、市级太
极拳常规赛事成为陈家沟景区的一
大亮点，既提升了太极拳美誉度和
影响力，又增加了文化旅游的附加
值。

惟创新者强！
300余年历史传承，太极拳渐由

陈氏独家秘籍衍变成诸多流派，全
球习练太极拳者逾3亿，遍布1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焦作开启并叫响功
夫之旅，展示太极之美的同时，更
让世人看到了“非遗+旅游”，太极
拳大有可为。

创新“非遗+旅游”

叫响“太极功夫之旅”品牌

焦作作为太极拳发源地，“探秘功夫源地”入选文化和旅游部“十佳精品线路”。图为
证书和奖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