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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底，莱芜市推出十大旅游景区、十
大旅游特产以及十大优质工业产品。5月27日，
“致青春 莱芜游”好客山东国际大学生旅游
节开幕式在莱芜市举行。2016年度，莱芜市乡
村旅游接待超过500万人次，接近全市接待游客
总量的1/2，实现乡村旅游消费总额30亿元，同
比增长15%。

2016年，莱芜市成功入选全国第二批“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我们牢固树立和落实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大力推进旅游产业
化战略，以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发展全域旅游为方向，以融合发展为手段，以
重大重点项目为突破口，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加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新领
域、打造新业态，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莱
芜市委书记王良表示。

莱芜市用品牌彰显旅游产业魅力，释放了
全域旅游发展的新动能。

立足项目建设

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莱芜市旅游资源存量多、种类全，为旅游
项目开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目
前，雪野核心度假区、齐长城遗址、棋山森林
公园、齐鲁峡谷群、南部旅游区、‘三辣一
麻’和莱芜四大名吃已经成为莱芜市最具开发
价值的资源。”莱芜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吕
玲说。

在已建成项目的基础上，去年10月，莱芜
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创建全域旅游示范
市工作的实施意见》，确定了茶业口镇“一线
五村”卧云铺景区、雪野乐嬉谷、香山景区等
20个旅游大项目，囊括了休闲娱乐、养生康
体、商务会议、文化展示、温泉自驾等要素。

雪野旅游区是莱芜市旅游业发展的重点功
能区。下一步，雪野旅游区将以绿地雪野湖健
康小镇项目建设为支撑，将雪野湖打造成山东
第一湖，力争到2019年，创建成为国家级旅游
度假区和国家旅游休闲区。

为推动两区联创，度假区规划建设了山地
运动、水上运动和航空运动三大片区，吸引了
绿地集团、恒大、高速绿城、居易国际、齐鲁
证券、甲骨文等知名企业落户雪野，引进各类
旅游龙头项目32个，已完成投资160亿元。

绿地雪野湖旅游健康养生项目总投资600亿
元，由上海绿地集团投资建设。以文化旅游、

健康医养两大重点产业为引领，全力培育医疗
养生、文化旅游、国际教育、体育健身、休闲
度假、高端宜居、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等新兴
产业，将该项目打造成为中国山东“365全天候
旅游度假健康养生之城”。该项目已完成公司
注册，聘请英国阿特金斯为规划设计单位，计
划7月份启动起步建设。

北部山水板块快速发展的同时，莱城南部
山区也在加紧规划建设。南部环山旅游大道目
前已全面开工建设，计划以汶河为纽带，利用
莲花山森林公园、野店湖等山水资源打造集宗
教文化、山水文化、红色文化三种文化为一
体，兼具登山祈福、生态体验、红色记忆三大
功能的综合性旅游区。

策划活动保持热度

“乐游莱芜”成省内亮点

“今年，莱芜市着力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
动，聚集提升人气，持续保持旅游市场的火爆
场面，打造‘乐游莱芜’度假品牌。”莱芜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李昭告诉笔者，“我们
与莱芜日报社合作开展了‘徒步雪野·相约四
季’活动，首季‘古村迎春’一线五村徒步活
动吸引了2600余名徒步爱好者报名参赛。五一
前夕，还连续举办了穿越大美香山、‘大v游莱
芜’山东网盟宣传莱芜行、龙山亲子徒步毅行
等多个主题活动，周边地市游客络绎不绝”。
同时莱芜市还承办了“跑游山东”雪野湖半程
马拉松赛，大力发展体育旅游，承办致青春·
莱芜游——— 好客山东国际大学生旅游节，吸引
年轻群体到莱芜度假休闲，开创了我省旅游产
品营销开发的新渠道，为莱芜经济转型发展树
立新引擎，“乐游莱芜”也成为省内旅游的一
大亮点。

今年年初，莱芜市以“齐长城古道 大汶
河源头”为主题在北京南站、济南西站、济莱

高速沿线进行旅游形象宣传。春季，分别在济
南、淄博、滨州、东营4地举办了旅游专题推介
活动。莱芜市金牌导游向推介活动与会嘉宾推
介了八大主题旅游产品和旅游奖励政策，使大
家感受到了莱芜旅游与众不同的精彩和独特瑰
丽的风采。针对周边客源市场特色，莱芜市面
向“散拼团”、“自驾游”及“休闲游”、“定
制游”等不同游客人群重点推出了浪漫雪野休
闲之旅、航空运动体验之旅、峡谷生态绿色之
旅、长城古村探秘之旅、乡村田园风情之旅、
温泉养生健康之旅、红色记忆人文之旅、舌尖
美食特产之旅等8大主题精品旅游产品和赏花
游、亲子游、摄影游等可定制产品。同时还发
挥莱芜特色旅游商品优势，在场外搭建起了特
色旅游商品展区，将锡雕、燕子石、干烘茶、
姜制品等特色旅游商品带到现场展卖。

今年4月，莱芜市推出了首批莱芜十大旅游
景区、莱芜十大旅游特产，统一对外营销推
介，旨在以重点企业为龙头，抱团发展、使莱

芜旅游的形象更加具有冲击力和竞争力，全力
以赴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推动全市旅游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5月19日，莱芜市20家企业
组团参加了2017山东（济南）国际旅游交易
会，搭建特装展台，赚足了人气。

十大景区发力

乡村旅游及新业态并进

莱芜市积极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模式的同
时，坚持特色引领，今年4月，推出了十大旅游
景区。十大旅游景区涵盖了航空之旅、峡谷生
态绿色之旅、长城古村探秘之旅、宗教名山文
化之旅以及独具鲁中特色的人文、田园风情以
及森林康养等产品。“这次十大旅游景区的推
出，目的是对提升莱芜旅游形象和品质进行一
次积极探索和尝试。产品推出后，便得到市场
的强烈反响，济南、滨州、淄博等主要客源地
旅行社纷纷与我们签订了全年送客协议。”吕
玲表示。

莱芜市乡村旅游建设起步较早，2010年，
成立了山东第一家合作社。近年来，莱芜市以
建设“高端乡村旅游目的地”为目标，整合区
域资源，突出地方特色，打造优势品牌，推
动乡村旅游不断转型升级。制定了《莱芜市
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推进乡村旅游大项
目建设，提升乡村旅游服务水平，促进乡村旅
游快速发展，形成了“莱芜模式”。莱芜市乡
村旅游以全域旅游的理念为引导，积极落实要
坚持走规模化、特色化、精品化路子，大力推
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的要求。在规划覆盖、多
业融合、价值提升、特色优势、招商引资、教
育培训、整治配套、创新整合等8个方面寻求突
破，推动了乡村旅游特色化、文创化、品牌
化、连片化发展，不断以乡村旅游带动全域旅
游发展。2015年被列为全省全域旅游发展试点
市后，积极推动乡村旅游全域化布局、全产
业发展、全链条整合，发展起8个乡村旅游项
目群、200多个特色旅游村，占全市村庄总数
20%以上。

近年来，莱芜市还积极推动以房车自驾车
营地建设、温泉旅游、滑雪旅游、低空飞行、
养老养生、休闲垂钓、研学旅行等为重点的旅
游新业态项目开发建设，把旅游新业态作为推
动全市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以举办中国
国际航空体育节为契机，推进了航空体育、航
空产业、航空旅游的快速发展。目前，全市旅
游新业态项目达到28个，资产规模达42 . 06亿
元，从业人员3000人，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9亿元。

到2019年，雪野旅游区力争创建成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旅游休闲区
□摄影：刘永明

4月，莱芜市推出了首批莱芜十大旅游景区。图为森林康养之旅的代表
景区香山风景区 □摄影：杨瑞兴

5月27日，“致青春 莱芜游”好客山东国际大学生旅游节开幕式在雪
野旅游区举行，大学生旅游产品“I LOVE 游”发布 □摄影：毕胜

锦阳关段齐长城是整个齐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段，为齐鲁文化的地标
□摄影：陈雪峰

立足项目建设，精心打造“乐游莱芜”品牌系列产品及活动

莱芜：释放全域旅游发展新动能

□杜家

抓住区位优势

以点带面 激活区域旅游

旅游要想火，要想有人气，区位很关键，
良好的区位和交通是开展旅游的先决条件。从
区位上看，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旅游区位极
佳，它正处在山东省最经典的旅游线——— 山水
圣人线的核心位置，依托天下第一泉、东岳泰
山、圣城曲阜等世界性资源，泰山天颐湖旅游
度假区有了很多借力的便利和由头。更为重要
的一点，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运动、养生、
度假等休闲元素，弥补了山水圣人线文化集
中、行程略显沉重的不足，为山水圣人线注入
了更加轻松、灵动的元素，让传统经典线路焕
发出更强的生命力，也极大拓展了山水圣人线
的客源群。

从交通区位上看，各地游客通过高铁、高
速、国道、省道到达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极
为便利，规划建设的济泰城际铁路更是缩短了
省会济南和泰安之间的时空距离。从经济区位
上看，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正处在济南6+1
城市圈4000万消费人口的中心位置，城市间互
动、交流便利，为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发展奠定
了雄厚的客源依托。

以开放、融合、共享理念

打造免费旅游大平台

是墨守成规，还是另辟蹊径，不走寻常
路？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完全颠覆了传统景区运
营理念和建设理念。传统景区习惯上实行通票
制，采用大包围式、院落式建园，进景区大门
买门票，门票中含有景区内大部分旅游资源
(园中园除外)。这种传统建园方式易于管理，
易于让景区收入最大化，但对于游客来说，对
景区内的旅游资源没有选择权，不管喜欢与
否，只能买全票进入景区。但随着游客旅游次
数增多，对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旅游消费市
场正在改变，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旅游资源或
旅游方式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旅游通票的弊端
日益显现。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在建设之初就对市场进
行充分调研，用一种完全打破传统思维的方式
来开发景区，将景区打造成一个免费的旅游目
的地，景区十里绿化大堤、十万平大湖水面、
十万平优质沙滩、千米木栈道和如意长廊及水
幕电影、灯光秀等各种配套设施全部免费，游
客不花钱，就可在天颐湖旅游度假区赏美景、
看大湖、玩沙滩，美美玩一天。当然，很多游

客不会满足于免费的区域，他们更想玩一些新
颖的、独有的项目，如飞行体验馆、梦想小
镇、老爷车博览馆，或者乘坐画舫畅游碧湖，
或住在时尚的桔子水晶酒店享受私密的温馨和
浪漫，这些项目游客都可以遵从内心的需求单
独消费。天颐湖旅游度假区首席运营官张晓国
告诉笔者：“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开创了菜单式
的旅游消费新模式，游客进入景区好比进入汇
集了各种特色美食的餐饮精品店，可根据自己
的喜好随意点餐。从4月8日开业至今，这种菜
单式的旅游消费新模式深受游客认可，截至6
月初，已经有超过30万人次来天颐湖游玩，其
中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进入各种特色主题项目
游玩。”

整合不同经济成分和主体

实现1+1>2市场效果

提起景区的运营和管理体制，很多人会想
到要么是国有的，要么是民营的，而天颐湖旅
游度假区融合了国有、民营、股份制和国有民
营混合制等多种体制，这种体制会不会造成扯
皮、效率低下等弊端呢？用张晓国的话说：
“来之前没有想到这里的体制这么复杂，有旅
游投资平台投资建设的，也有引进的合作伙
伴，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对有些项目有‘有话语

权’，也有‘没有话语权’，当时头大了。但
经过冷静思考和判断后，体制问题是可以解决
的，毕竟大家的大目标是一致的，建设精品景
区、吸引更多游客、让天颐湖旅游度假区良性
发展是大家的共同目标。天颐湖旅游度假区管
理团队与辖区内各个项目进行沟通，商讨各项
目的市场定位、营销，功夫不负有心人，各个
单体项目逐步理解配合管理团队的管理、营销
工作，打响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大名片让各项目
共享发展红利已逐渐成为共识。”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当关系和体制理顺
后，迸发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各单体项目利
用各自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管理团队整合
资源形成的产品组合拳优势威力凸显，必将实
现1+1>2的市场效果，吸引更多的游客蜂拥而
至。

项目讲究唯一和互补

引领旅游消费新潮流

在国家提倡全力搞好全域旅游的市场背景
下，一草一木、一山一水皆是旅游，但是竞争
力强的全域旅游目的地，必须有好的旅游项目
做支撑，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就是这方面的典
范。天颐湖旅游度假区的老爷车博览馆、飞行
体验馆、梦想小镇都是山东省内独有项目，千

亩花海也是山东省内占地面积最大、品种最
全、花期最长的花海，度假区桔子酒店是全国
唯一建在非城市繁华地段的桔子酒店，十万平
优质沙滩是山东省最大的内陆湖滨沙滩，这项
优势项目让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吸引力极强。

天颐湖老爷车博览馆收藏了300余辆汇集
了世界汽车史上各个时期的经典名车，每一辆
老爷车都有一个精彩的故事，都是特殊历史时
期的产物，这里的老爷车不仅能观赏，很多还
能开呢。每到节庆活动，由绚丽鲜花点缀的各
个时期的老爷车打造的香车美女车队，都会在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开展盛大的巡游活动，这种
难得一见的老爷车美女团队巡游吸引眼球是必
不可少的。

本着“有梦想，就有未来”的宗旨，天颐
湖旅游度假区建设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少年儿童
职业体验中心——— 梦想小镇，在全国首创室内
场馆与室外项目的完美结合。少年儿童游客在
这里可进行消防员、警察、医生、厨师、教
师、科学家、航天员等60多个角色互换，提前
感受不同工种的工作状态，为今后进入社会提
前预热，家长也可以及早发现孩子的兴趣点，
提前进行有意识培养。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最新颖、最独特、最
有神秘感的当属飞行体验馆。天颐湖旅游度
假区飞行体验馆是全国第三座，也是山东省
唯一的一座。游客穿戴好太空服，在巨大气
流的冲击下，从地面缓缓升起来，随后在空
中自由飞翔，可以根据气流的大小自我调
节。成龙《十二生肖》电影中，成龙为了抢
回国宝兽头，在火山口上空跟盗抢者飞行打
斗的一段就是采用了飞行体验馆一样的特
技。想做太空飞人、体验太空漫步，就来飞
行体验馆吧。天颐湖旅游度假区的特色项目
在山东省内独树一帜，走了一条完全差异
化、独特化的道路。

在时下眼球经济的时代，再好的产品不会
吆喝也不行，天颐湖旅游度假区通过一系列主
题活动来提高景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开业时
推出郁金香展、荷兰风情旅游节和健身跑活
动，挖掘传统文化、创新打造首届花朝节，和
山东省广播电视台主播天团联合推出“大牌来
了”走进天颐湖嘉年华活动，中国旅游日推出
送福利和千人相亲游园会等主题活动，这些主
题活动迅速获得了市场和行业的广泛认可。近
日，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入选国家旅游优选支持
发展项目，成为泰安市唯一入选景区。

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的横空出世，激
“火”了泰安南部尤其是满庄镇旅游资源，把
周边各个景点“串点成线、连线成面”，真正
实现了全域旅游大格局，让“北登泰山品文
化、南游天颐享休闲”实至名归。

天颐湖用“创新”打造泰安旅游新引擎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今年4月8

日正式开业的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凭

借定位创新、理念创新、体制创新、项目

创新等创新理念，迅速获得旅游业界和游

客的广泛认可。今年五一假期和端午假

期，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游客量在泰安

市仅次于泰山，同时也辐射带动了周边景

区游客量增加，泰山天颐湖旅游度假区成

为泰安旅游的新引擎。

梦想小镇

老爷车博览馆

千亩花海

飞行体验馆

天颐湖旅游度假区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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