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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玮萱

近日，记者获悉，据清博大数据追踪2020年后
五个月的数据显示，在河南18地市文旅局官方微信
公众号排行榜中，“焦作文旅”微信公众号排名稳居
前四。其中，2020年11月排名第二，位居18地市行
业公众号前列。

“焦作文旅”微信公众号是用新媒体手段展示焦
作文旅风采的重要窗口。自创建以来，焦作市文化广
电和旅游局紧紧围绕全国、全省文旅融合大势，聚焦
全市文旅系统核心工作，全力创优“焦作文旅”微信
公众号，积极谋划，精心打造，统筹安排，力创精品
佳作，努力用新媒体力量促进焦作文旅事业高质量发
展。

2020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疫情影响下，
焦作文旅事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困难面前，焦作文旅
人于危机中育新机，敢于突破创新，力挽狂澜，在全
省率先实现了旅游人数正增长。此时，“焦作文旅”
微信公众号积极发挥媒介作用，围绕全市文旅系统抗
疫大局，将镜头对准了文旅系统的抗疫先锋，准确、
及时、全面地报道了各景区创新营销手段及可喜成
绩，为焦作文旅人加油鼓劲。

2020 年，“焦作文旅”微信公众号推送文章近
2000 条，原创数量不断增加，宣传亮点接二连三。
2020年11月，《县委书记穿汉服，为修武汉文化活动
代言！》一文点击率达1.4万人次。

2020年，“焦作文旅”微信公众号围绕黄河文化
策划了《加快建设郑焦黄河生态文化旅游廊道》系列
报道，推送稿件20余篇；围绕太焦高铁开通策划了

“坐着高铁游焦作”系列报道，推送稿件近10篇；围
绕太极拳申遗成功，策划推送稿件10余篇；围绕各
景区创新营销开发夜经济，连续推送稿件 10 余篇，
掀起一轮又一轮高潮。

通过公众号的强力宣传和持续渗透，“焦作文
旅”业内领先，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宣传效果。

全省文旅局官方微信公众号排名

“焦作文旅”位居前列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 2021年元旦小长假，3天
接待游客34.99万人次，新年伊始，焦作旅游市场喜
迎“开门红”。这一良好开局，既离不开精心谋划部
署的保驾护航，更得益于多样化旅游业态的强力支
撑。

怎样开好局，打好新一年假日旅游市场第一仗？
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必不可少。据了解，为给广大

游客提供安全、有序的旅游环境和健康、愉悦的旅游
体验，我市上下联动，提前谋划和部署，统筹推进旅
游安全、疫情防控、主题活动等各项工作。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旅游安全工作，
不仅多次作出指示，元旦假期还深入景区检查假日旅
游安全情况；为确保元旦之夜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
大会闭幕式在云台山景区顺利举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主要负责人奔赴一线检查指导安全和疫情防控情
况。

各级文旅部门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
制度，及时处理假日旅游咨询和投诉；市文化市场综
合行政执法支队出动执法人员，检查文旅市场经营单
位28家次；各景区认真落实预约制度，严格控制游
客流量……假日期间，全市文旅部门和景区也积极行
动，全力保障游客玩得舒心、放心、安心。

为何寒冷天气游客畅游焦作热情不减？多样化旅
游业态、异彩纷呈文旅活动的强力支撑，不仅增强了
焦作旅游产品吸引力，更让我市元旦假日旅游市场亮
点频现。

冬季旅游产品人气爆棚，冰雪游成最大亮点，
“白色经济”效益凸显。元旦假期，不管是云台山冰
雪节、孟州市老家莫沟景区的林海雪原、中站区府城
街道北朱村的“冰雪小镇”，还是修武县当阳峪滑雪
场、山阳区承享欢乐世界的冰雪活动，都吸引了大批
游客争相体验。修武县多家酒店推出的温泉服务，让

“泡汤”成为冬季旅游另一股热潮。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元

旦之夜，云台山国风音乐跨年盛典暨第二届全球文旅
创作者大会闭幕式为广大游客奉献了一场山水文化与
国风汉韵深度融合的文旅盛宴；到神农山景区拜谒炎
帝神农、在千年长寿松下迎新祈福，也吸引了不少游
客；修武县云台古镇的“永不落幕的汉服节”汉唐盛
世古风电音 PA 主题活动、焦作影视城的“迎元旦
庆新年”游园活动、沁阳市朱载堉纪念馆的“家世生
平展”“朱载堉科学艺术成就展”、焦作万达广场的

“打铁花”非遗表演等跨年活动，同样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欢度假期提供了好去处。

乡村旅游红红火火，深受游客青睐。老家莫沟景
区游人如织，当地的璞华文宿、何家大院、望舒等乡
村民宿成了网红打卡地；到中站区十二会村、西大井
1919 文旅景区和示范区寨卜昌等感受红色旅游魅
力，到马村区华盛太阳能农庄体验“大棚采摘+休闲
观光+地锅美食”的游客也是络绎不绝。

太极拳传承热度不减，康养旅游持续升温。太极
拳成功申遗、陈家沟成功创建省级旅游度假区，使得
元旦假期到陈家沟寻根问祖、拜师学艺、健身养生的
游客络绎不绝，当地酒店、民宿入住率达75%，太极
拳申遗成功后的社会经济效也逐步放大。

开新局，谱新篇。正因为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冰
雪游、乡村游、康养游等多样化旅游业态的双重加
持，2021年元旦假期，我市旅游市场呈现出稳中有
进、进中向好的态势。

精心谋划保驾护航 旅游业态强力支撑

焦作旅游新年“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我市
A级旅游景区又添新成员！1月
8日，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发布公告，批准修武县荣
盛云台古镇景区、马村区茁成生
态农庄景区、沁阳市博物馆景区
为国家 AAA 级旅游景区。目
前，我市A级以上旅游景区总数
已达38个。

按照文化和旅游部《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 相关要
求，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
划分与评定》国家标准及评定细
则，经有关县（市）区旅游景区
质量等级评定机构推荐、市旅游
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
定，修武县荣盛云台古镇景区、
马村区茁成生态农庄景区、沁阳
市博物馆景区达到国家 AAA 级
旅游景区标准要求，批准为国家
AAA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修武县荣盛云台古
镇景区以唐风古建为主要景观，
设置有主题广场、艺术设置、人
文景点、表演场馆等，具有丰富
的旅游资源，实现了将单纯景观
景点打造成“南太行文化旅游经
济新增长极”的高标准要求，树

立了“盛唐文化为基、汉服文化
为魂、本土文化为脉、以盛唐汉
服小镇主题的3A级景区”的设计
方向，是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休
闲、娱乐、旅游的重要目的地。

马村区茁成生态农庄景区通
过光伏发电实现工业反哺农业，
以光伏设施大棚为载体，实现了
园区清洁能源利用、现代农业科
技展示、农业创客、精准扶贫、
循环农业一二三产联动发展的四
位一体的新型农业产业综合体，
集订单式农业、采摘、休闲、观
光农业于一体，种植体验、养殖
体验、生产体验、收获体验、品
尝体验等参观游览活动每年吸引
32万人次游客前来。

沁阳市博物馆景区是一座地
方综合性博物馆，是在始建于隋
代的原天宁寺旧址上建立的，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天宁寺三
圣 塔 为 主 体 ， 现 有 馆 藏 文 物
5099件（套），自2009年向社会
免费开放以来，每年接待游客
30 余万人次，并常年举办各类
临时流动展览，极大地丰富了博
物馆的展出内容，满足了人民群
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我市新增3家AAA级旅游景区
目前A级以上旅游景区总数达38个

本报讯（记者王爱红）记者
昨日从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
悉，为纪念《焦作市全域旅游促
进条例》颁布施行，该局联合市
邮政部门创新制作发行《焦作市
全域旅游促进条例》个性化纪念
邮票。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
个性化纪念邮票一套16枚，其中
主票8枚、附票8枚。邮票的附票

以图片形式，生动展示了以云台
山、青天河、神农山、陈家沟、嘉应
观、云上院子、天河公园、大沙河
公园等为代表的焦作全域旅游代
表性风光。同时，邮册内还印制了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文本
二维码，您只需扫码，即可在手机
客户端浏览相关条例内容。

据了解，《焦作市全域旅游促
进条例》是我省第一部全域旅游
地方法规，并于2021年1月1日起
施行。该条例的制定出台，是我市
贯彻落实全域旅游国家战略的具
体实践，也是加快建设全面体现
新发展理念示范城市、致力打造

“精致城市 品质焦作”的重大举
措，彰显了我市推动文旅业高质
量发展的决心，具有里程碑意义。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个性
化纪念邮票的制作发行，将进一
步促进全社会对该条例的认知和
关注，营造全民参与、共建共享、
处处都是旅游环境、人人都是旅
游形象的良好社会氛围，为条例
的全面贯彻实施奠定扎实基础。

市文广旅局创新制作发行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例》个性化纪念邮票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本报通讯员 张 兴

隆冬至，旅游俏。数九寒天时
节，云台山景区游人如织。太行山水
不仅令人惊艳，更绽放出别样的美
丽。

接连登上央视，元旦假日旅游实
现口碑、效益“双丰收”；第二届全
球文旅创作者大会70亿+传播量，强
势助力品牌声量传播与曝光；40 万
张惠民年卡销量再创新高，打造景区
创意营销新样本……

2021 新年伊始，云台山景区以
强劲发展之势、欣欣向荣之姿、昂首
阔步之态，全力实现从数量增长转向
质量提升、从门票经济转向产业经
济、从旅游观光型转向休闲度假型的
新突破，探索出一条创意营销新路
径，提升品牌赋能的内生动力和市场
影响力，以优质服务不断满足游客需
求。

以大活动创新大营销
元旦假期实现“开门红”

谋而后动，行且益坚。以大活动
创新大营销，云台山新年伊始开好
局。

“不光能欣赏壮观的冰瀑群，在
滑雪场也玩得很尽兴，每次来云台山
都有新玩法、新体验！”1月3日，和
家人一起冬游云台山的张女士直呼

“过瘾”。

元旦假期，云台山景区推出特色
冰雪节活动以飨游客，引爆冬季旅游
热潮，并先后两次登上央视，被百余
家媒体关注报道，成为假日热点旅游
目的地。

元旦之夜，云台山国风音乐跨年
盛典暨第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闭
幕式的举行同样人气爆棚。中西方音
乐合奏表演令人耳目一新，20 余名
汉服达人秀出东方腔调，摇滚“老
炮”面孔乐队、摇滚新锐南征北战嗨
翻全场，500架无人机翻腾变幻点亮
云台山夜空……这场山水文化与国风
汉韵深度结合，汉服、汉乐、汉礼等
多重元素交相辉映的开年大秀，为欢
聚在云台山的广大游客带来一场文旅
盛宴。

据统计，元旦假期，云台山景区
共接待游客6.72万人次，同比翻了十
倍，实现新年“开门红”。

以大策划打造大品牌
助力品牌影响力提升

借势发力，以大策划打造大品
牌，云台山品牌传播和影响力再提
升。

2021年元旦，历时6个多月的第
二届全球文旅创作者大会在云台山景
区迎来收官之夜。本届大会可谓成果
丰硕：总传播量超 70 亿，搜索引擎
收录的大会相关新闻资讯达 96 万
条，老家河南抖音挑战赛话题播放量
超55亿，参与视频超46万支，输出
原创优质作品超过1.5万件。

大会共创期间，云台山景区紧紧
抓住机遇和平台，精彩 IP 活动不
断，创意传播不停。其中，汉服花朝
节和云台山电音节的累计网络曝光率
超过 7 亿次，景区游客人数快速增
长，旅游车辆川流不息，餐饮门店座
无虚席，民宿客栈一床难求，文旅链
条业态迅速回暖；云台山货丰收节、
红叶国潮文化节、云台山冰雪嘉年华
等活动，焕新旅游产品，释放出新活
力。

凭借丰富多彩的 IP 活动、优质
的内容创作、高频的传播声量，同时
依托“两微一抖”、头条、快手等新
媒体平台矩阵，云台山景区不断营造
热点、打造爆款，获得广大网友千万
次点赞和亿万次曝光，助力景区品牌
影响力持续提升。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舆情调
查实验室、中国旅游报社和阿里巴巴
集团组建的文旅产业指数实验室发布
的数据，2020 年云台山景区连续数
月登上新媒体综合传播力全国前三
名。

以大视野谋划大格局
40万张年卡回馈游客

“只要 100 元，4 个景区 12 个月
内可无限次畅游，很划算，我给家人
每人办了一张年卡，双休日可以全家
一起去旅游。”1月8日，抢购到云台
山惠民年卡的市民李先生兴奋不已。

以大视野谋划大格局。新年伊
始，云台山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发行
2021 云台山惠民年卡，在回馈广大
游客、通过景区产品创新丰富游客体
验的同时，进一步发挥龙头景区带动
作用，积极向兄弟景区引流。

据了解，2021 云台山惠民年卡
可全年不限次任意游览云台山景区
（五一、十一假期除外），同时附加青
天河、青龙峡·峰林峡、陈家沟景区
的全年门票，一经推出就被旅游爱好
者争相抢购，共计销售40万张。

现在，持年卡到云台山赏冰瀑、
玩滑雪的游客络绎不绝，重磅打造的
云台山冰雪嘉年华更是引爆冬季游热
潮。

中 流 击 水 ， 奋 楫 者 进 。 抓 实
“稳”的举措，保持“进”的步伐，
持续激发云台山发展的竞进争先之
势、干事创业之势、攻坚拔寨之势、
接续奋斗之势，云台山景区在加快转
型发展道路上起势成势，努力再次引
爆旅游新热潮，再树文旅发展新标
杆。

云台山景区：

创新营销路径 赋能品牌动力

微电影《日记里的爸爸》开拍仪式。

廉洁从家出发·山阳廉政文化故事会。

云台山景区特色冰雪节活动引爆冬季旅游热潮。图为游客在该景区滑雪
场开心滑雪。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焦作市全域旅游促进条
例》个性化纪念邮票。

本报记者 王爱红 摄

焦作市优秀廉政文艺作品展演。 （本组照片均由市文广旅局提供）

本报记者 王 言

由市委主办，市纪委监委、市
委宣传部承办的“一体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创新建设廉洁焦作
第二届‘廉洁从家出发’成果展示
暨颁奖大会”，1月8日晚在焦作广
播电视台一号演播厅举行。市委书
记王小平为廉洁社会治理创新奖获
得者颁奖，市委副书记、市长徐衣
显为廉洁组织管理创新奖获得者颁
奖，省纪委监委宣传部长袁勇为廉
洁家庭建设创新奖获得者颁奖。市
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廉洁社会治理
创新奖。大奖的背后，是该局勇闯
敢试、创新作为的结果。

探索建立深层次挖掘利用机制探索建立深层次挖掘利用机制

挖掘本土廉政文化资源。常态
化开展本土廉政文化资源调研，组
织举办“怀川文旅·清风拂面”廉
政文化采风活动，力邀各界名人、
专家走进县 （市） 区实地采风，为
后续宣传利用打下坚实基础。

创编本土廉政文化作品。编辑
出版的《清风怀川——焦作地域廉
政文化初探》 和倾力打造的豫剧

《监察御史韩愈》，在省内载誉无

数。今年又有 14 部作品亮相舞台，
好评如潮。2020 年 7 月，面向全社
会公开征集 306 件廉政文化作品，
14 件优秀作品和 5 家单位分获个人
奖和组织奖，优秀廉政文化作品的
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加大。

增强廉政文化宣传实效。策划
拍摄以案促改主题微电影《日记里
的爸爸》，录制播出《怀川廉政文化》
电视访谈，创新举办“廉洁从家出
发·山阳廉政文化故事会”、焦作市
优秀廉政文艺节目展演，凸显家风、
社风、民风的原创廉政文艺作品在

“百姓文化超市”平台上直播，吸引
24.5万余人次在线观看。

探索建立高质量融合推进机制探索建立高质量融合推进机制

全面开展“廉洁景区”创建。
组织引导全市33家A级旅游景区实
施讲解词述廉、场馆设施展廉、完
善制度践廉、强化内控守廉、标识
景观宣廉、编排节目演廉、举办活
动颂廉等八大工程，推动景区系统
廉政文化建设向深度推进。2020年
4 月，联合全国精品旅游民宿“云
上院子”组织举办“与先贤对话·
弘扬廉洁家风”读书会，朗诵先贤
廉政诗文，畅谈对廉洁家风的思考
和感悟；联手云台山景区创新开展

“廉洁从家出发”主题征文赢取云台
山夜游门票活动，在旅游推广中宣
传廉政文化的成功范例，受到业界
赞誉。

深入推进“廉政+红色教育”建
设。挖掘梳理红色资源访问点的廉政
资源，升级改造示范点，开通红色大
巴，增加红色体验，推出红色演出，在
讲解词中凸显廉政文化元素，仅2020
年七一、十一期间就吸引了来自全市
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 90 多批近
4000名党员干部走进红色资源访问
点进行实地践学，有效增强了全市各
级党员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

积极创新“廉政+文旅推介”。
创新提升境内外文化旅游推介活动
形式，策划举办长三角旅游产品推
介会、“乘坐高铁游焦作”焦作（山
西） 旅游推介会，面向上海、山西
等地广大游客宣传推广焦作本土清

廉人物故事和廉政文化资源，打包
推出涵盖韩园、嘉应观、许衡陵
园、怀朴园等景点的廉政文化线
路，不断扩大本土廉政文化知名度

和影响力，充分展示我市悠久的清
廉文化传统以及当前我市政治清
明、人民安居乐业、营商环境优良
的对外形象。

创新探索建立文旅融合廉政建设新机制
——记市文广旅局获焦作市廉洁社会治理创新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