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hhot Applies for IFEA World Festival& Event City Award 2011 

1.General Introduction to Hohhot 

Hohhot is the capital of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located in Tumochuan Plain, the central 

part of Inner Mongolia. The name of the city in Mongolian means "the Green City" .Hohhot is encircled in "Golden 

Triangle", which has the rich sources i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by the Yinshan Mountains to 

the north, and the Yellow River to the south with full of the grass and water and rich soil.

Hohhot has a total land area of 17224 square kilometers, and its administration Yuquan District、Huimin 

District、Xincheng District、Saihan District and Tolmud left Banner、Tokto County、Horinger County、

Qingshuihe County、Wuchuan County,total 9 districts、counties、banner and 1 national leve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Zone, including a population of 2.63 million with inhabited by the 36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Mongolians as the main body, the Han,Hui, Manchu,Korean ,Daur,and Oroqen ethnic groups.

Hohhot lies at an average of 1050 meters above sea-level in the middle temperate in-land regions, the 

annual precipitation is 300-500 milliliters, yearly average temperature is about 8℃.Here is blue shy and green 

land, no chilliness in winter and no intense heat in summer, has different four seasons with inviting views, named 

as the heaven of grassland.

Scenic spots and historical sites 
Hohhot has a long history, profound culture and numerous historical sites. There are above 60 key historical 

relic protection units over city level, of which 19 units’ autonomous regional level, 6 unit’s national level. There 

are wonderful ancient civilization "Dayao Culture (big kiln culture)"sites, Zhao Great Wall historical sites, one 

of the China oldest Great Wall, which lie in Daqingshan Mountains ,as well as Zhaojun Museum, the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solidarity for nationality .Hohhot is known as "Zhao city" reputation, the Zhao temple culture has 

long history since ancient times.The so-called "the whole city with a half-city Zhao" The most representatives 

are "Da Zhao Temple","Xilitu Zhao Temple" and "Wushutu Zhao Temple" three of them are well-preserved. Also 

the Baita Temple (the White Temple) build in Liao Dynasty and Wuta Temple(the Temple of the Five pagodas)

build during in the Emperor Yongzheng,Qing Dynasty,"Jiangjun Yashu"(the office for General in Suiyuan city 

Qing Dynasty),and the "Gongzhu Fu"(Princess House),build for Shuo Ke Jing Princess ,the six daughter of 

Emperor Kangxi Qing Dynasty, each one above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Folk Art
Hohhot has developed a unique local culture and art mixing of all ethnic groups, representative folk art are 

Mongolian special music, Mongolian dance, Humai xoomei which is a skill for singing.

In addition,the local opera "the two Tai" and "Taige" (carrying cabinet dance), "Naoge"(carrying cabinet by 

head dance) and "Shehuo show" (Social fire performance) are characteristics in region. "the two Tai", "Naoge" 

"Jianzhi"(paper cutting), "Pashan Diao"(Climbing tone,a skill of singing) was line up the record of China's non-

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 Horinger County, was named "the home town of Chinese folk paper cutting" by the 

State Ministry of Culture for his unique folk paper cutting art.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which held succession 

for ten years, is not only a Hohhot cultural construction event, but also the beautiful name card for city image, 

was judged one of the Top 10 China's festivals Hohhot also has become the well-known festival city.

Distinguishing Food 
Hohhot has long history in regional food culture with unique flavor. There are two series the traditional 

Mongolian style food and local flavor food .traditional Mongolian food divided into Red Food and White Food. 

The White Food is a wide variety of dairy products including the skin of milk, and DouFu of milk. And the 

Red Food is mainly meat products especially beef and mutton. The well-done, fresh and delicious Red Food 

always are favorite meals in the masses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Hohhot region such as Roast Whole Lamb, 

Yangbeizi(a cooking style for mutton),Roast Leg of Lamb, Hand Hold Mutton. In addition, distinguishing food 



not only deeply loved by local people, but also are popular with foreign visitors such as Shaomei(steamed open 

dumplings),Youmian(some kinds of noodle),milk tea, fried rice, butter and Kumiss.

2.Hohhot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Hohhot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is the most famous festival in Hohhot and was elected as the TOP 10 Most 

Potential Festivals of China by IFEA China in 2005. Started from 1999, Hohhot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has 

been held for 12 years, the influence and the scale is become bigger and bigger. 

a. Festival name : Hohhot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b. Contact information: No.1, Xinhua East Avenue, Hohhot Municipality. Mr. Wenyu YU 

c. Number of Years Festival or Event has been Produced : 12

d. Date: July-August.

e. Recurrence Cycle : annually 

f. Gross Operating Revenues: 2.55 Billion RMB (including the expo and tourism )

g. Gross Operating Expenses: 5 Million RMB

h. Total Sponsorship Support: 5 Million RMB

i. Volunteer Count and Estimate Hours Worked: 500 volunteer with 40 hours per person

j. Estimated Combined Aggregate Attendance: 100 thousand 

k. Estimated Non-Aggregate Attendance: 6 Million 

l. Primary Targeted Marking Efforts: Regional and National 

m. Estimated Percentage of Annual Attendees from Geographical Area: Regional and National

n. Awards and recognition received: 

2005: TOP 10 Most Potential Festivals of China by IFEA China 

2006-2010: Top 10 Festivals in China by China Festival Industry Conference

2008-2009: Top 10 Chinese Festival Award by Festival China Awarding ceremony 

2010: Excellent model of Chinese Festival in New Century

o. Management Staff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or Degree in Festivals and Event Management: Most 

staff in Zhaojun Cultural festival have many experience in the front line of festival activities , the principal of the 

festival spent more than 10 years in the activity. 

p. Professional Industry Involvement/ Membership : sponsorship 

3.Government Support of Festival and Events
The government support local festivals at all levels. 

a. Set up professional institute. Hohhot municipality set up Large Festivals and Events Office to help local 

festival. 

b. Regulation support. People’s Government of Hohhot Municipality set up Notice of Hohhot Municipality 

on Issuing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Large Festivals and Expositions in 2010.

c. Help to build up Festivals Brand. The Government starts to help Hohhot Zhaojun Culture Festival from 

1999 and give financial support to build up the brand. 

d. Support to other festivals and activities. Besides Hohhot Zhaojun Culture Festival, Hohhot has 

Mongolian dance, folk songs performance, temple fair , Yellow river tourism festival, mountain climbing etc. 

4. Other support 

a. Volunteer support. 500 volunteer with 40 hours per person. 

b. Sponsorship support: The Largest Enterprise in the area such as Mengniu Dairy Group and Yili Group 

support the local festivals.  

c.  Total Sponsorship Support : 5 Million RMB

d.  Media support : Local TV station and newspaper 



呼和浩特市申报IFEA全球节庆城市奖材料

节庆经济作为绿色经济和无污染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中新的经济增长点，方兴未艾。呼和浩特市作为内蒙

古自治区的首府，近年来政治形势稳定，经济发展神速，倍受世人注目。节庆经济作为呼和浩特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发展非常迅速，给举办城市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助推器。

一、城市简介
1、人文环境良好。

呼和浩特是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是蒙古语，意为青色的城，位于华北西北部、内蒙古自治区

中部的土默川平原，是自治区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中心。全市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现辖四区、四县、

一旗、一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一个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全市总人口270万，市区人口208万，是一个以蒙古族为自治民

族，汉、满、回、朝鲜等36个民族共同聚居的塞外名城。

呼和浩特市东接京、津、唐经济发达地区和渤海口岸，西连第二座欧亚大陆桥，北邻蒙古国和俄罗斯，现代化公

路、铁路、航空交通发达。呼和浩特机场是国家航空口岸机场，现已达到二级机场标准，开通国际航线2条，国内航线

40多条，现有350万人次规模。呼和浩特虽地处塞外，但在全国的省会城市中，却是距首都北京最近的一个，仅478

公里，距内陆开放口岸二连浩特490公里。呼和浩特市是我国北方沿边开放带与黄河经济开发带的交汇点，是我国与蒙

古、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贸易往来的桥头堡。

呼和浩特地区气候属半干湿的中温带季风气候，“春季风和日丽，夏季暑而不热，秋季天高气爽，冬季雪而不

寒”。境内山川秀丽，河湖诱人，文物遗迹和名胜古迹众多。主要有：远古文明的奇葩“大窖文化”遗址，古老的赵

长城遗址，民族团结的象征昭君墓，万部华严经塔，漠南第一召“大召”，清真大寺，五塔寺，黄河风景区，沙海绿

洲白二爷沙坝旅游区、乌素图国家森林公园，哈素海旅游区等。

呼和浩特市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市东郊旧石器时代的“大窑文化”遗址证明，早在50万年前，人类祖先

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创造着远古的文明。历代政权先后在这里设置州郡，鲜卑拓跋部还在这里建立了北魏政权。从战

国秦汉时的古云中郡，到南北朝时期的盛乐大都，从隋唐时代的武川皇乡到明清时期的丰州古城，到今日的内蒙古自

治区首府，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史料记载，公元1572年（明隆庆六年），蒙古贵族阿拉坦汗在今呼和浩特市

旧城区动土建城，该城建成后，明廷赐名为“归化城”。因召庙云集，又称“召城”，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土默

川，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风光秀丽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塞外名城。

呼和浩特市1985年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92年被国家批准为沿边开放城市。1995年被命名为全

国卫生城市。2003年12月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5年8月被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命名为“中

国乳都”。 先后被评为“全球增长20强城市”“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全国增长竞争力第一城市”、“中国投

资环境50优城市”、“中国经济发展最具活力十大城市”、“2009最具投资价值的中国新能源产业城市”、“国家森

林城市”等称号。

2、城市经济快速发展。

呼和浩特作为内蒙古自治区商业贸易的中心城市，现已形成了一个连接城乡、幅射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沟通内

地与蒙古国及俄罗斯的商业流通网络。作为国务院确定的沿边开放重点城市，呼和浩特与国内外的联系交往、经贸往

来、技术协作、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形成了外向带动发展、全面开放开发的新格局。

 “十五”期间，呼和浩特市积极顺应国家宏观调控形势，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牧业现代化进程，经

济总量迅速扩大，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2010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850亿元，较“十五”期末翻一番以上，年

均增长 15.6%，发展速度始终处于全国省会城市领先水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67500元，按现行汇率计算超过 

10000美元。地方财政总收入大幅增长， 2010年达到 241亿元，较“十五”期末翻近两番。固定资产投资五年累计

完成 3412亿元，是前十个五年计划投资总额的 2.3倍。

3、城市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作为内蒙古首府和西部重要城市之一，呼和浩特市具有良好的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和服务功能，呼和浩特市已经建

设成为具有较高现代化水平和层次品位、具有浓郁民族文化和草原特色、具有良好环境质量和适宜人居、具有较高综

合服务功能和辐射带动力的草原大都市。重点实施建设了以体育场、赛马场、体育馆为主的内蒙古体育中心；以内蒙

古大剧院、博物馆为主文化艺术中心；以内蒙古国际会展中心为主的会展中心；以白塔机场改扩建和亚欧大陆桥－呼

和浩特直达法兰克福的国际集装箱货运专列为主的现代物流中心。

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基本完成市第一医院和口腔医院搬迁改造工作，新建和改扩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

卫生院 94个。建成了覆盖全市的医保体系。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行了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实现了药品销售零差率。

体育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各类公共体育运动场馆由不足 3万平方米增加到 10万平方米以上。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

展，竞技体育屡创佳绩，在全区第十一、十二届运动会上金牌总数均获第一。  

4、旅游接待能力稳步提高

每年5至10月，是呼和浩特最佳旅游季节，这时的草原景致特别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

象分外迷人。届时，逛古召，登古塔，观赛马，骑马驰骋草原，其乐无比。正在发展以草原文化、昭君文化、召庙文

化、蒙古文化为重点的文化旅游业。

呼和浩特现有新城宾馆、内蒙古饭店、内蒙国航大厦、呼和浩特假日酒店、内蒙古伊泰大酒店、内蒙古宾悦大酒

店、内蒙古昭君大酒店等星级宾馆50多所。其中包括喜来登饭店、香格里拉大酒店、锦江国际大酒店等，仅三星级以

上宾馆就具备同时接待3万多人的能力。每年在昭君文化节期间来呼和浩特市旅游和观光的国内外客人也逐年增加，旅

游收入不断攀升。来自国家各部委及各省区市的政务及经贸类代表团达几万人。许多代表团的成员均对内蒙古丰厚的

文化底蕴和建设成就留下深刻的印象。此外，俄罗斯、蒙古等国外的艺术团体和韩国、马来西亚等国的明星也经常参

与昭君文化节的各项活动。

在昭君文化节举办期间，四面八方的客人云集呼和浩特，大量游客在城市吃、住、行、游、购、娱等，带动宾

馆、餐饮、购物、旅游等多方位的消费，推动草原旅游资源向产品、产业优势转变，为地方旅游收入做出了积极贡

献。旅游收入由1999年的11.2亿元增长到2009年的145亿元，旅游人数从1999年的124.6万人次增长到2009年的

1034万人次，星级饭店由1999年的不足10家上升到2009年的34家。文化节期间举办的蒙古风情旅游那达慕、内蒙

古民族歌舞演出等系列活动，拓展了文化节的影响，吸引了更多国内外的游客。仅2010年7月份，全市旅游总人数达

到192.76万人次，总收入达到29.64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22％和20 ％。人均每天消费450元，客房出租率达到

89％。

二、城市节庆活动
呼和浩特地区的节庆活动在2002年以前基本上处于无序发展阶段，最近几年在市政府不断精心培育和社会各方面

的大力支持下，相关部门加大规范管理力度，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每年的节庆活动举办数量都以近30％的速度递

增。不但原有的传统活动获得了较大的发展，一些全国性、国际性活动也开始进入呼和浩特地区，推动了地区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呼和浩特市大型活动办公室自2002年成立以来，共协调举办了三百多项大型经贸、文体活动，对首

府节庆活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呼和浩特昭君文化节已成为呼和浩特地区节庆活动的主打品牌，逐渐显示出它的勃勃生机和市场潜力。昭

君文化节从1999年到2011年，共举办了12届。其规模及影响不断扩大，已成为呼和浩特市城市的文化名片，地方经

济快速发展的平台，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载体，加强民族团结及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力。昭君文化节的举办，不仅展

示了草原文化的深刻内涵和独特魅力，展示了呼和浩特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推动了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的发

展，也为首府腾飞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夯实了前行的坦途。

2005年，昭君文化节被国际节庆协会（IFEA）评为“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十大节庆活动”之一。从2006年－

2010年，在节庆产业年会上连续五年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节庆”。2008－2009年，在节庆中华奖颁奖典礼上连续

两年被评为十佳“节庆中华奖”，呼和浩特市与哈尔滨、宁波、杭州市被评为“最佳节庆城市”。

会展是现代节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民交会的成功举办，集中展示了民

族地区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的发展成就；极大提高了呼和浩特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据统计，2007民交

会展览面积5万平米，总交易额22亿元，参观总人数近20万人次。第二届民交会展览面积4万余平米，总交易额18亿



元，参观总人数近23万人次。第三届民交会展览面积4万余平米，参会参展国内外企业1500余家，参会客商6000多

人，参观总人数近36万人次，总交易额21.3亿元。首届中国•呼和浩特国际汽车展成为民交会亮点。第四届民交会展

览面积7万平方米，参会参展国内外企业1600余家，参会客商8000多人，参观总人数近38万人次，总交易额25.5亿

元。民交会是呼和浩特市近年来举办的规模较大、档次较高、效果较好、人气较旺的综合展会，展会突出体现了国家

对民族商品的重视和引导，受到了国家有关部委、各省市自治区、海外有关国家和地区、各大参展企业和国内外媒体

的充分肯定，社会反响强烈，取得了圆满成功，取得了预想的效果。

其他一些传统节庆活动则不断完善，向着例行活动的方向发展。例如呼和浩特药交会已经连续举办了多届、国际

民间艺术节已经举办了七届、首府百姓最满意品牌有奖民意调查活动已经举办了五届、当代书画家作品邀请展已经举

办了十二届。这些节庆活动对推动呼和浩特地区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此外，呼和浩特市还吸引和协调了一些国际性和全国性活动在呼市举办，如由2004年环球洲际小姐国际选美大赛

决赛、第五届全国医疗器械西部博览会、第八届全国肥料信息交流暨产品交易会、第二届国际剪纸艺术节、《同一首

歌》大型演唱会、刘德华演唱会、周华健演唱会、2007中国•北方旅游交易会、2008年SHE、飞轮海“蒙牛酸酸乳•

梦想我做主”全国巡回演唱会（呼和浩特）、2009年第二届蒙古风情旅游那达慕暨第二届“绿色旗帜”草原音乐会、

2010年S﹒H﹒E世界巡回个唱会（呼和浩特站）等，繁荣了呼和浩特地区的文化市场，为呼和浩特节庆活动的进一步

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政府在节庆活动中的作用
第一是明确原则。对于节庆活动，呼和浩特市明确政府管理的原则。由于节庆活动种类的日益增多、参与群众人

数持续增加，仅仅依靠举办节庆活动的单位和组织自身来负责活动的安全是不现实的。因此，呼和浩特市对首府地区

的节庆活动进行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监督管理，建立公平、有序、规范的管理秩序。

第二是机构建设。呼和浩特市设立了呼和浩特市大型活动办公室（市会展管理办公室、市会展业服务中心），对

呼和浩特地区的节庆活动进行管理和规范。进一步规范节庆活动举办秩序，营造举办节庆活动的和谐环境和机制，避

免不正当竞争，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充分培养和引进专业人才，推广先进科学管理方法和经营模式，积极引

入国内外有影响的节庆活动到当地举办。

第三是制度建设。2010年，呼和浩特市政府印发了《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呼和浩特市大型活动及会展

业管理办法的通知>》（呼政发〔2010〕30号），对规范本市节庆活动发展做到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有序调控。

这样，既保护举办者的利益，又保护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尤其是对一些节庆活动还要组织协调公安、市容、卫生、文

化等部门，做好各自工作，为所有来参加节庆活动的客商和群众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易环境。

第四是培育品牌节庆。

一个城市节庆活动的品牌与其本身的经济及产业发展特点是密切相关的。要将节庆活动引向健康有序发展轨道，

必须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方向，培育城市品牌活动。政府应积极培育品牌活动，走市场化运作道路，使节庆活动的举办

在市场竞争中不断提升水平，向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向发展。除昭君文化节和民交会两大品牌节庆之外，本市立足于

经济支柱产业，积极培育牛奶节、医药展、新能源展等大型品牌节庆活动。

第五是发展特色节庆。通过发挥品牌节庆的带动作用，逐步带动和辐射各旗县区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节庆活动，

比如最近几年新城区的广场文艺晚会和消夏晚会、回民区的企业文化展示周活动、赛罕区的新农村新农民文艺汇演、

玉泉区的大召庙会、托克托县的黄河旅游文化节、土左旗的敕勒川旅游文化节、武川县的爬山歌大赛等都是喜闻乐见

的群众文化活动。据统计，每年都有数千名群众演员参与到活动中，受益观众多达100万人次，成为昭君文化节不可或

缺的组成。现正在精耕细作，实现节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运作水平，不断地扩大规模和提高档次，从而为

繁荣群众文化生活、建设文化大市打下坚实基础。

四、节庆的社会参与
群众性是节庆的基础。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节庆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没有群众的参与，也不能够称之为节庆。为

体现群众性，我们在活动设计上安排了很多群众便于参加的喜闻乐见的活动。市文化局组织的广场消夏文化活动和昭

君博物院民俗文化活动、水务局组织的“如意河之夜”消夏音乐喷泉游园活动、赛罕区组织的呼和浩特社会主义新农

村、新农民文艺汇演、武川县组织的大青山红歌大会系列活动、市妇联组织的“家和万事兴”——妇女•儿童•家庭文



艺晚会，以及各旗县区举办的社区文化活动等，这些活动从不同层面吸引群众参与到文化节活动中来，让群众在参与

中得到教育，在活动中得到娱乐。

此外，我们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使各类演出都能惠及到更多首府百姓。现场演出以及电视台、电台的直播录

播，丰富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产生了良好的宣传效果。同时，我们还在城市广场设置了大型的LED，方便打工者

和普通百姓观看文化节开幕式晚会等演出。百姓既是观赏者，也是参与者，在丰富的文化、体育活动中得到了美的享

受，人文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十一届昭君文化节的举办，呼和浩特地区群众的参与性明显提高。现在，昭君文

化节已经成了每年首府百姓最期待的节庆之一。

一切节庆活动的背后都是资金的投入与运作。节庆举办的资金不能仅仅依靠政府投入和财政拨款，而需要社会力

量的参与，需要企业的参与。正是因为举办节庆能够拉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企业才会积极

参与到节庆的举办当中来。通过举办节庆，可以为国内外的各类企业提供展示的舞台、营销的舞台，使企业能够取得

比单一投放广告宣传更好的效果，使品牌知名度、美誉度进一步提升，为今后拓展市场打下了竞争基础。在昭君文化

节的举办过程中，得到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参与。伊利集团、蒙牛公司等企业或冠名文化节的活动，或对

文化节活动进行赞助。其中，伊利集团连续8年赞助文化节开幕式晚会，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在2008 IFEA年度评

奖中得到了唯一一个企业赞助奖。2009年，蒙牛公司赞助了文化节开幕式晚会。而河套酒业连续5年成为文化节指定

白酒赞助商，塞北星啤酒公司、金川啤酒公司、汉森酒业也相继成为了文化节的啤酒、红酒赞助商。随着文化节的不

断举办，企业和社会团体参与文化节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2010年第十二届昭君文化节，蒙牛公司又独家冠名开幕式

晚会，蒙古王实业集团成为文化节唯一指定接待用白酒，内蒙古金沙葡萄酒业有限公司成为文化节唯一指定接待用葡

萄酒。

五、节庆的作用
在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昭君文化节的规模、档次、品位、质量不断提升，名气越来越大，昭君文化节的思想

性、艺术性、民族性、国际性、群众性、时尚性的特点越来越鲜明。广大干部群众已深切体会到昭君文化节是两个文

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是推进首府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有效载体，是展示国际化草原都市风采的一扇窗口，

是激扬人气、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提高市民素质的强大动力源。社会各界、新闻媒介和广大群众则把昭君文化节看

作是呼和浩特的烫金名片，是首府崛起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友谊之桥，是反映边疆和谐繁荣亲如一家的民族团结象

征，是汇集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技术流、感情流的聚宝盆。

节庆丰富了呼和浩特地区市民文化生活。群众的广泛参与是节庆活动蓬勃开展的基础，多种形式的节庆活动也极

大地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4万余名观众观看文化节开幕式“伊利情”大型文艺晚会，并由内蒙古电视台卫视频道现场

直播，同时我们还在城市广场设置了大型的LED，方便全市人民观看文化节开幕式晚会盛况。市水务局组织的“如意

河之夜”消夏音乐喷泉游园活动、市文化局组织的广场消夏文化活动和昭君墓民俗文化活动市妇联组织的“家和万事

兴”——妇女•儿童•家庭文艺晚会，以及各旗县区举办的社区文化活动等，从不同层面吸引群众参与到文化节活动中

来。如今，文化节已经成为首府百姓自己的节日。正是通过各种文化、旅游、体育、经贸活动的举办，昭君文化节极

大的促进了我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为建设文化大市做出了贡献。

昭君文化节的主题，核心价值就是民族团结。突出的就是一个“和”字，即和平、和睦、祥和、和谐。这个

“和”字在呼和浩特的体现主要是民族团结。我们就是要通过昭君文化节进一步促进社会的和谐、昭君文化是草原文

化，是和谐文化，不是昭君本身的文化，如果把昭君文化节理解为昭君本身的文化是片面的，狭义的。昭君文化节所

弘扬的民族团结主题，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象征。昭君文化节办得越好，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

结，越有利于促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其二是宣传呼和浩特。举办昭君文化节就是宣传首府呼

和浩特。对昭君文化节的宣传近年来更加全面、持久、深刻、出新。我们精心策划、集中组织大型采访报道活动，在

精心组织本市新闻媒体进行宣传的同时，充分利用新华网、人民网、市政府网站搞好文化节各类活动的信息发布。同

时，精心组织境外媒体记者、中央媒体记者和部分省市新闻机构对文化节进行了深入采访报道，为媒体准备了大量详

实而生动的、全面反映呼和浩特市情民生的背景资料。通过有力的舆论宣传，弘扬时代精神，激励士气，鼓舞斗志，

形成了强大的宣传阵容，通过来自国内外的新闻媒体和嘉宾来宣传呼和浩特，提升呼和浩特市的城市美誉度、知名

度。

总的来说，今后呼和浩特市应进一步在提高国际化程度、提高市场化运作水平、扩大对外知名度方面加大工作力

度，实现以昭君文化节、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为代表的节庆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将昭君文化节和民交会

打造成为国际性精品活动，从而带动呼和浩特地区乃至自治区节庆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实现首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的进一步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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