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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 有序发展

构建全域旅游大格局

春季赏花、夏秋采摘赶海、冬季滑雪泡温
泉。如今，无论何时到文登，都能体验当地旅
游的魅力。遍布城乡各处、山水之间的魅力景
观，涵盖深厚底蕴的文化旅游产品，文登可谓
处处皆景，时时皆景。全域旅游时代，文登展
现给人们的是一幅蕴含文登特色、充满文登魅
力的旅游新格局。而格局的构建，来自于清晰
的思路和发展理念。

“文登发展全域旅游，既要勇当先锋，又
要坚持科学有序发展旅游的思路。在实践中，
重规划、促宣传、抓管理，既结合文登实际发
展旅游产业，又不断调整旅游发展功能，将旅
游发展同惠及民生相结合，探索在全域旅游发
展模式下，如何更好地满足游客和市民的旅游
需求。”文登区委书记吴宏飞说。

在这样的思路和理念引领下，文登在确立
发展全域旅游之初，便提出了规划先行的总体
思路，即在文登现有旅游产业的基础上，科学
合理地进行全域旅游产业规划，在未来旅游项
目、基础设施等方面建设上充分考虑旅游整体
发展需要及未来发展空间，从基础上全面推进
全域旅游发展。

2016年，文登聘请专家对全区资源进行摸
底，高标准开展规划设计，形成了《威海市文
登区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方案，确定了着
力构建“两核三区四带”空间布局(“两核”
即北部城市旅游核心区和南部滨海旅游核心
区，“三区”即西部道教文化旅游区、东部温
泉养生旅游区和中部田园民俗旅游区，“四
带”即沿圣海路城海联动带、沿S205道海联动
带、沿道呼线泉海联动带和沿G309城道泉联动
带)，致力打造“北城、南海、西道、东泉、
中田园”的旅游产业格局。

规划先行，文登拉开了全域旅游的大格
局。为了让高端设计的旅游蓝图扎扎实实地贯
彻实施，文登扩大宣传力度，着力营造全域旅
游氛围。他们组织开展文登旅游宣传口号、
LOGO征集活动；设计文登旅游手绘地图及旅
游指南，详细收录文登吃住行游购娱六要素资
源；开通今日头条、百度百家等自媒体平台，
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资源开设专题，介绍
文登全域旅游发展情况。浓厚的宣传氛围，提
升了文登旅游品牌知名度，促进了文登旅游又
好又快发展。

经过几年建设，率先进入全域旅游时代的
文登，全域旅游发展已渐成规模。目前，他们
已有4A级景区3家、3A级景区3家、免费景区10

余处、采摘点百余处，逐步形成了“春登山、
夏亲海、秋摘果、冬沐汤”的四季养生旅游产
品链条；旅游强镇、旅游特色村35家，国家
级、省级以上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5家，旅行社
9家，旅行社分支机构和营业部13家，位居全
省县级区市前列。

政策助推 资本发力

旅游产业升级“新样板”

5月20日，昆嵛山迎来了第十三届的樱桃
节。昆嵛山樱桃种植历史由来已久，几乎家家
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樱桃树。2005年，文登界石
镇政府依托昆嵛山的青山绿水，举办了首届樱
桃节，将游客引到家门口，一举解决了农民卖
樱桃难的问题。如今，昆嵛山樱桃节撬动起以
特色种养为基础，整合樱桃、柿子等特色种
植、采摘游、樱桃品评会、农家宴、登山赛事
等多个环节的观光农业与生态旅游相结合的产
业链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上山下
乡”参与进来，产业链年总收入已近5亿元。

昆嵛山樱桃节的资本引力和效益张力并非
个例。围绕打造“康养圣地”城市名片，文登
系统打造起樱桃节、沙雕节、温泉节、啤酒
节、李龙文化山会等一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
的节庆活动，形成以乡村旅游产业链为中心的
资本磁场。在乡村旅游总体规划指导下，文登
以“三区六带”现代农业布局为基础，开始全
面架构推进“一镇一品牌，一镇一重点，一镇
一名村”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以及以镇为单
位的特色乡村旅游网络体系。

节庆品牌效益得以在更深、更广层面上释

放，文登乡村旅游产业链能够高歌猛进，当地
政府的“铺路架桥”也是重要一环。“上个月
进村路大修了，游客大巴进村更加顺畅了，最
近镇上又组织了农家宴培训，我们接待客人心
里更有底了。”正如当地村民杨林燕所经历
的，在硬件配套上，文登将计划和责任层层落
实细化，服务配套涵盖从业者培训、技术指
导、市场整合营销、咨询服务等方方面面。

今年，文登再出新政，更加激发了全域旅
游发展的活力。政策规定，对投资额达到5000
万元以上的新开发旅游项目、旅游景区改造提
升项目，以及争创3A级以上景区、旅行社，四
星级以上餐馆，游客招徕，重点媒体旅游宣
传，争创省级乡村旅游特色镇、村、示范点，
特色旅游商品开发等相关企业和单位，均按照
一定标准给予奖励。

文登把政策扶持作为促进旅游产业发展
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在充分学习借鉴外地先
进经验的基础上，设立了旅游发展专项扶持
资金，出台了《文登区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扶持办法》，对旅游开发实行专门奖补，
引导产业加速突破。为切实强化资金支持，
在已设立政府性全域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的基
础上，他们对重点项目、企业进行扶持的基
础上，加紧筹备设立社会化的旅游发展基
金，发挥种子基金的作用，引导金融资本、
社会资本投向旅游产业。

如今，以节庆品牌牵线，政府全方位助力
与社会资本热情相吸，文登打造起国家级、省
级工农业旅游示范点12家、旅游强镇7个、旅
游特色村14家，形成以游客参与体验、现代农
业示范、特色乡村展示、产品采摘休闲四大类

型为核心的乡村旅游格局。

多样产品 贴心服务

擦亮城市目的地品牌

近年来，文登以打造“中国长寿之乡·滨
海养生之都”城区品牌为目标，整合旅游资
源，加大开发力度，并通过实施扶持和保障机
制，充分调动全区上下发展旅游的积极性，一
批重点项目快速启动和推进，促进了旅游活力
的全面迸发，更培育了新的全域优势。

在全国少有的优质温泉呼雷汤温泉，总投
资130亿元、占地约9909亩的呼雷汤影视文化产
业园正在施工，这个旨在打造集影视文化基
地、温泉养老养生、民俗文化体验及休闲旅游
等功能为一体的产业园区，未来将成为当地的
一张新名片。

南海新区“福地传奇水上乐园”旅游度假
区、大溪谷国际婚礼博览园、昆嵛健康养生示
范园、九富生态旅游产业园、栗景山庄、李龙
文化产业园、召文台公园、文登学公园、抱龙
河公园……一批批新的景区，连同原有的老优
势，在新时期又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活力，增
加了新要素，擦亮了文登城市目的地品牌，助
力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

目前，文登拥有星级酒店6家，格林豪
泰、汉庭、如家等连锁酒店30余家，在现有基
础上不断加大酒店业的发展。倪氏海泰酒店正
在申报5星级酒店，华玺大酒店正在申报4星级
酒店，天沐、大溪谷正在建设主题酒店，文登
原温泉大酒店正在进行升级改造，维也纳精品
连锁酒店也将落户文登。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登学”滋养了一代代文登人。据此，文登
推出了不同内涵的修学旅游产品，开展中小学
生相关知识普及和修学旅游实践活动。而为了
激发全景活力，更好地满足游客和市民的旅游
需求，文登还将医疗旅游提上日程，针对当地
医疗资源优势，联合相关单位，开发医疗旅游
产品，促进医疗产业和旅游产业加快融合，发
展医疗旅游。通过运作，国际健康健美长寿学
研究会在文登设立了威海基地，这是其在全国
唯一的分支机构。

此外，为保证游客服务质量，文登还加快
旅游公共服务中心和集散中心建设，目前已经
建成2处旅游集散中心；做好旅游厕所等基础
设施建设，并充分挖掘地方特色饮食文化，加
快文登《本帮菜》菜谱的编写录制工作，已完
成40道菜系的编写和录制工作，进一步提升了
旅游餐饮服务水平；加强旅游市场监管，维护
了文登的城市品牌形象。

如今，文登正大踏步行走在创建全国旅游
示范区的大道上。

文登率先进入全域旅游时代

温泉养生

夏韵

进入全域旅游时代，文登率先举
步，品牌旅游再迎新机遇。2016年2月，
文登区被国家旅游局列为全国262家“首
批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之一。近
年来，文登根据自身实际及全域旅游发
展理念，确定了“产业围绕旅游转、产
品围绕旅游造、结构围绕旅游调、功能
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游兴”的五大
战略路径，将旅游产业定位于打造成为
独具特色的东方康养休闲旅游目的地。
为此，文登各部门围绕旅游开发、管理
服务、宣传营销等方面下功夫，加快新
旧动能转换，推动全域旅游发展。

采摘草莓

文化商务区

□郝辉 张秀明 李帅

搞好顶层规划设计

推动全区旅游由“点”向全域转变

近年来，泰山区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
全区旅游业发展实现了与泰山大旅游配套互
补、互促共赢，旅游直接收益和拉动效益大幅
增长，成为重要经济增长点和战略性支柱产
业。2016年全区接待游客1669万人次，实现旅
游消费总额108亿元，泰山区先后被确定为山
东省旅游综合改革试点区、“中国旅游综合实
力五十强区”、“全国最佳旅游目的地”、
“全国旅游休闲度假示范区”等荣誉称号。
2017年下半年，泰山区将进一步打造升级版全
域旅游，让泰山区全域旅游成为整个泰安市全
域旅游的标杆和示范区。

推进升级版全域旅游，规划先行。泰山区
将高端编制《泰山区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
划》，充实完善“两横四纵”总体布局框架，
打造泰山城市会客厅，推动全区旅游产业从景
点景区旅游向全域旅游转变。在总规统领下，
加强旅游城市、景区、综合体、特色小镇、乡
村等各类别的旅游规划编制，推进旅游、文
化、城建、土地、环保、交通等各项规划的融
合衔接，确保全域旅游战略有序实施。

泰山区各街镇根据自己的资源特点，通过

“点带面、点串面”的思路打出特色全域旅游
牌。财源街道依托时代发展轴的万达广场、泰
山宝盛广场等城市综合体和高端酒店项目，打
造时尚新泰城；岱庙街道依托岱庙历史文化
轴，打造历史老泰城；泰前街道依托环山路沿
线自然人文资源，打造山景观光、餐饮休闲、
城市民宿等旅游产品；上高街道依托魏家庄
开心农场等乡村旅游资源和地处城郊优势，
打造“城市农庄”旅游品牌和商贸物流产
品；徐家楼街道依托泮河打造城区湿地公
园，依托新华城广场、名嘉城市广场打造休
闲购物游产品；省庄镇依托北部自然生态等
乡村资源优势，打造乡村采摘、茶文化体
验、乡村民宿等乡村休闲度假产品；邱家店
镇依托汶河沿岸生态、民俗资源，做好河道
治理和生态开发，叫响“生态小镇、梦里水
乡”旅游品牌。

泰山碧霞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积极筛选引进
一批好项目好业态，切实把度假区建设成为文
化旅游产业高端区和东部新城标志区。全面加
快泰山生态旅游特色小镇、碧霞湖文化、绿城
泰山漫谷、安家苑养老养生、艾家庄民俗等一
批重点旅游项目建设进度。花样年华景区探索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投资、建设、
营运旅游项目。方特欢乐世界借助节点，积极
策划特色主题活动，加大对特定市场促销，进
一步提升景区吸引力。宝泰隆旅游景区积极探
索新型融资、股改模式，加快破解企业资金发

展难题，提升管理运营水平。

实施“旅游+”战略

推动旅游业从内循环向全循环转变

泰山区以“旅游+一切、一切+旅游”的理
念来发展全域旅游，推进各行业各产业融合发
展，培育新兴业态，完善产品体系，推进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

依托于泰山区厚重的、多层次的文化资
源，大力推动旅游+文化融合发展。泰山区在
办好泰山石敢当文化节等特色节庆活动基础
上，加大对传统庙会、平安祈福等各类文化资
源的挖掘、整合、包装、提升力度，开发推动
艺术展览、演艺活动、主题博物馆等新兴业态
发展，培育打造一批高品质旅游文化品牌，并
加强对本土特产、传统技艺、旅游商品的挖
掘、提升、推销。

泰山区积极推动旅游+交通战略布局。着
力推进连接景区、度假区、主要乡村旅游点的
公路高标准建设和美化、绿化，全面实现景观
化，把碧霞大街、明堂路、博阳路等重要路段
打造成景观大道。推进北部山区建设登山步
道、山地自行车道、旅游风景道等休闲绿道项
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内容。

泰山区抓住各级政府重视乡村旅游和旅游
扶贫的有利契机，推动旅游+农业融合发展。
重点推进上高庄园、叶家庄、宋官村等基础良

好的乡村旅游点，丰富采摘种类，开发休闲体
验项目，增加游乐餐饮设施，真正将游客留下
来。继续争取省市涉农资金等乡村旅游系列扶
持资金，加大对亓家滩、宋官、贝家庄、西郭
庄、大河峪5个省级扶贫村的扶持力度，做好
旅游精准扶贫工作。

做好旅游+养老养生文章。泰山区在加快
推进安家苑养生养老基地、泰山亲和源项目等
高品质养老休闲项目建设的同时，将发挥北部
山区自然生态优势开发一批集休闲娱乐、养生
餐饮、旅游度假、医疗康复于一体的新型颐养
旅游产品。

去年年底，国家教育部等11部门联合印发
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为
“旅游+教育”融合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泰山区精心策划推出了研学旅游产品和线路，
开发建设了敢当少年、泰山花样年华、上高庄
园等一批研学旅游教育基地，有力地促进了旅
游与教育产业的融合。目前，泰山区花样年华
景区与青青教育集团合作开展“第三课堂”，
已接待学生2万余人。

推动泰山旅游与城市休闲、会展、演艺娱
乐、自驾游营地、健康养老等新型业态融合发
展，让新业态成为拉动旅游消费的新动能。

完善服务体系

全方位提升软实力

发展全域旅游，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泰
山区从精细化、人性化着眼，全面抓好公共服
务体系的配套和升级，以全优的整体环境和旅
游过程打造宜游、宜居、宜业、宜商的全域旅
游目的地形象。

整合宣传、旅游、经合、文化、广电等各
方面的力量，积极开展全区整体旅游形象的再
策划、再提升和再宣传，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
个性化全域旅游品牌形象。积极推进网络基础
设施建设，实现A级景区、乡村旅游点、购物
场所、重点旅游区域免费WiFi全覆盖。

搭建集“电话、信函、来访、网络、短
信”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旅游投诉咨询平
台，强化旅游、工商、物价、交通、公安、卫
生等部门联动处理投诉机制，加快推进旅游诚
信体系建设，维护好“富强和美泰山区”的良
好形象。借助好客山东网上线运行，实现旅游
咨询、旅游预订、旅游营销、旅游政务、旅游
投诉的“一网通”服务，全力打造线上、线下
结合的旅游目的地体验式营销。各旅游景区景
点立足自身优势，积极策划开展主题鲜明、形
式新颖、档次较高的旅游主题活动，推出惠民
措施，丰富旅游市场，拉动旅游消费，全面提
升泰山区旅游的对外影响力。

泰山区开创全域旅游新局面
在全域旅游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大背景

下，泰山区举全区之力发展全域旅游，全

区从顶层设计、全力推进旅游+战略、完

善旅游服务体系等方面推进全域旅游，让

全域旅游真正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动力引

擎，为泰安市争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贡

献重要力量。

花样年华西红柿采摘

泰山人家上高庄园

渐汶河葡萄采摘

泰山宝泰隆旅游景区地下溶洞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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