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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1日，省旅游发展委

与京东集团云事业部华北区相关负责人在济
南就旅游商品品牌构建、渠道建设、市场营
销展开讨论，共同谋划我省旅游商品与电子
商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领域的融合发
展。

省旅游发展委二级巡视员王春生表示，
京东集团是互联网商业领域的佼佼者，也是
旅游商品重要的销售渠道之一。多年来，京

东集团为山东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希望发挥京东集团在市场营销、物流
配送、渠道建设方面的优势，将山东的农产
品、工业产品和文创产品推向全国，为实现
乡村振兴、实施旅游业新旧动能转换和全域
旅游示范省创建继续努力。

会上，省旅游商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吴
凯介绍了我省旅游商品事业的发展情况和
“好客山东·山东有礼”旅游商品品牌的建
设情况。京东集团云事业部旅游云咨询总监

贾衍波介绍了京东在“互联网+旅游”领域
开展旅游营销、旅游电商、旅游管理和旅游
服务的业务优势。

下一步，省旅游发展委将加强与京东集
团的交流，探索在乡村旅游后备厢工程、旅
游商品营销、景区人工智能购物商店、旅游
大数据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完善旅游商品的
渠道建设、精准营销和数据分析，使更多山
东制造名优旅游商品走出山东，完善我省大
旅游购物格局建设。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11日，淄博市旅游发展委举办“千家

旅行社进淄博”踩线营销活动启动仪式，旨在推进市区联
动，深入拓展国内客源市场，加大旅游营销的深度和广度，
进一步扩大旅游市场规模，着力提升淄博旅游的影响力和知
名度。

据了解，本次启动仪式采取“资源线路推介+明星代言
+特色文化表演+直通车落地+全媒体宣传”模式，实行线上
营销推广与线下游客输送相结合的立体化营销。启动仪式
上，除了播放精美宣传片、精彩PPT推介、发放宣传资料、
业务洽谈等形式，活动现场编排了陶琉服装秀展示陶琉文
化、特色文艺节目《说聊斋》等节目。推介中还融入智慧旅
游元素，设置观众互动环节，通过微信签到、微信“摇一
摇”等智慧化方式，活跃现场氛围，增强了推介效果。

为推动营销活动落地生根，现场发布了淄博精品旅游线
路和旅游补贴政策，举办优选旅行商合作签约仪式，开通淄
博旅游直通车，并搭建了特色旅游商品展示区，陶瓷、琉
璃、丝绸等特色旅游商品受到国内旅行商关注和青睐。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0日，“阳光海岸、活力日照”日

照、岚山旅游系列推介会暨东方太阳城景区专题推介会在济
南举行。推介会通过播放宣传片、图文展览、发放宣传资
料、旅游企业洽谈、线路产品推介等多种形式，向与会嘉宾
全面展示了日照、岚山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特别是
东方太阳城项目。推介会期间，主办方共发放旅游宣传资料
1万余份，并发放门票及各种优惠券，旅游企业达成初步合
作意向10余个。

济南、日照都是国家优秀旅游城市，一直以来互为旅游
目的地。济南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化深厚，泉城八景享誉
盛名。日照是海滨城市，是中国远古太阳崇拜起源地、世界
五大太阳文化发源地之一，亦是东夷文化、渔盐文化发源地
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间旅游业态互补性强。在航空时代、
高铁时代机遇面前，济南人去日照也将更加便利，城市之间
关系将更加密切。两地旅游部门和旅游业界将进一步加强在
资源共享、客源互送、市场共拓、品牌共造等方面的合作，
共同带动旅游发展。

千家旅行社进淄博

踩线营销

日照来济推介东方太阳城我省与京东集团共同谋划旅游商品融合发展

□陈彬 刘英 报道
4月12日，在中国·博兴2018打渔张黄河文化旅游节暨第四届博华海棠观光节上，游客在观赏泥娃娃、布老虎等黄河传统文化。

□ 本报记者 刘 英

“再过半个月，这片山坡就变绿了。”
3月13日午后，站在万亩茶园的制高点放眼
打量，新泰良心谷“谷主”刘孝平说起自己
一步步涉旅的创想，信心十足。

新泰市石莱镇北官庄村是刘孝平的家
乡，在泰山东南方向。1992年，18岁的他离
乡闯荡，2005年开始，逐渐在房地产行业掘
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回到家乡后，他发现
家乡的经济依然落后，是市级建档的贫困

村。怎么帮扶父老乡亲？刘孝平选择了生态
农业。他说，农村长大的他一直关注农产品
安全问题，希望能为公众提供最安全放心的
产品。

2012年，良心谷茶园项目在北官庄村破
土开工，相继引种的金萱、安吉白茶、黄观
音、福鼎大白、乌牛早、龙井43、中茶108
等名茶落户良心谷。按照“江北茶乡、生态
有机、现代农庄”的发展思路，茶园以北方
茶文化为主线，生产有机茶，发展休闲观光
特色游。如今，3年的努力已有回报，茶园
带动了石莱镇、岳家庄乡等乡镇共9个村226
户贫困户345人脱贫，人均年收入达1800
元。

刘孝平说，他把园区命名为“良心
谷”，就是凭着一颗良心、一份责任感，在
事业发展的黄金期，毅然回乡创业，转型到
发展投资大、回报时间长的生态农业。现在

的良心谷，面积达24000亩，其中有机茶园
区12000亩、泰皇菊种植区3000亩、有机粮食
种植区1000亩、休闲观光区及相应生产、旅
游配套设施700亩、石井贡米基地7000亩。
中国、欧盟、美国、日本多项有机认证，瑞
士SGS481项农残检测零指标通过，良心谷
成为我国唯一通过多个国际有机认证的茶叶
基地。2017年，以良心谷万亩有机产业基地
为基础申报的“新泰市石莱有机茶业小镇”
入围我省第二批特色小镇创建名单。

产业基础已经扎牢，刘孝平又看好了
“农业+旅游”，以国内茶生态文化旅游目
的地为主题，以茶事风情、江南园林风情、
湿地风情为产业三大驱动力，发展茶园观
光、茶俗体验、亲子休闲、茶艺演出、休闲
度假、时尚运动六大模块，体现创新性文化
旅游模式，茶园于今年获批国家3A级景
区。

刘孝平说，我们希望游客在游玩过程
中，能获取更多知识。在孩子放假时举办国
学培训班，企业员工可在这里进行拓展训
练，游客可到这里体验观光采摘、采茶制茶
等乐趣。2018年，良心谷的旅游设想会陆续
落地。餐饮、住宿、滑雪等一些项目的基础
设施还在建设中，预计将在两年内完成。目
前，美化丘陵景观，创造春夏秋万亩花海的
规划已经落地。

据了解，良心谷产业园未来规划建设面
积将达到44250亩，其中有机茶园12000亩、
泰皇菊种植区5000亩、薰衣草种植区5000
亩、石井贡米20000亩、小三峡旅游区1500
亩、旅游集散中心酒店等400亩、旅游配套
设施350亩。刘孝平表示，他们将紧跟时代
步伐，打造乡村振兴样板企业，为把绿水青
山变成金山银山，为实现农村美、农民富贡
献力量。

□ 本报记者 刘兵 刘英

游客对山东旅游的服务与环境评价如
何？4月8日，山东省旅游数据和信息中心联
合浪潮集团天元数据发布了《2018年清明山
东旅游大数据报告》，报告对清明期间山东
旅游的游客画像、最受欢迎景区、“互联网
+旅游”对景区体验的影响等内容作出了细
致分析，游客对“诗和远方”体验享受的追
求越来越具象化。

“游客的好评，是对近几年我省持续、
整体打造旅游环境的肯定。”省旅游发展委
主任于风贵说，旅游业发展进入大众旅游、
全域旅游、优质旅游发展的新时代，我省的
旅游业态也在不断丰富，多项成果位居全国
首位，为向高质量发展奠定了扎实根基。旅
游为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防风险作出
了积极贡献，成为拉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动力，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中发挥
着新引擎的作用。

产业融合：

“旧产”变“新产”

旅游业是一个开放的产业。“旅游+”
以整合、创新的基本发展路径，为相关产业
和领域提供了平台，不断提升其发展水平和
综合价值，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具体到我省而言，在新旧动能转换“5+
5”十强产业中，旅游业所担当的融合角色
越发明显。既可与工业、文化创意等产业深
度融合，提升传统产业改造形成新动能；也
可与医养健康、现代海洋等产业深度融合，
推动新兴产业培育形成新动能。

我省工业基础雄厚，条件好、门类齐
全、知名品牌多。如何实现由二产到三产的
提升，“工业+旅游”适得其路。工业旅游
不仅成为展示企业形象的平台，还是企业开
拓市场、打造品牌、促进转型升级的重要渠
道。在东阿阿胶厂，一头小毛驴变成阿胶的
过程，成为市民和游客青睐的重点。东阿阿
胶总裁秦玉峰告诉记者，着眼于此，该厂开
发出与毛驴相关的阿胶生物科技园、东阿阿
胶城、毛驴主题乐园等多个工业旅游景区，
将游客变顾客，品牌价值不断提升。

不仅东阿阿胶这样现有的大型企业，省
内一些工业遗存、老旧厂房、废弃矿山矿井
等，正利用“旅游+”的效应，逐渐被开发
建设为文化展示、创意体验、科技博览等项
目，实现深厚历史底蕴的复兴。截至目前，
仅工业旅游方面，我省就有国家级创新单位3
家、国家级示范点39家，数量居全国第一。

旅游业与各产业的积极融合，对我省消
费和投资的拉动效应显著。特别是“互联网
+旅游”，直接改变了出游的预定方式，体
现在数字上的变化呈现成倍增长。据省旅游
数据和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5年前，
旅游景区线上数量不到5000家，现在已经达
到13754家。酒店从6500家增长到16500多
家。跟团游、“酒店+景区”自由行的互联
网线上预定也在以翻番的速度增长。从消费

拉动看，去年我省旅游人均消费1172元/人
次，高出国家平均水平28 . 3个百分点；从投
资拉动看，2017年全省完成旅游投资2231亿
元，同比增长11 . 2%，连续两年居全国第一
位；从出口拉动看，2017年全省接待入境游
客494 . 4万人次，入境游客消费31 . 7亿元，分
别同比增长1 . 9%和3 . 6%。这些韧性数字是山
东发展优质旅游，扩大精品供给，助推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要基础。

于风贵表示，坚定不移地实施“旅游
+”战略，要充分发挥旅游业在“四新四
化”中的积极作用，大力发展邮轮旅游、低
空飞行、帆船游艇、体育旅游、房车露营、
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加快新旧动
能转换，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根植“三农”：

旅游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要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旅游根植乡村，
与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民生活深度融
合，与“三农”工作紧密相连，是促进农业
变强、农村变美、农民变富的重要支点。

省委书记刘家义对旅游业在乡村振兴中
所做的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加快实施乡村
旅游规模化发展、精品打造、效益提升三大
工程，以乡村全域旅游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近几年，我省旅游业扎根乡村，出台政
策、采取举措，支持并引导乡村旅游发展，
借助发展旅游的“东风”，带动乡村实现蜕
变。一些村庄在旅游项目的建设中，水、
电、路、气、暖、信息、环卫、排污等基础

设施得以改造升级；在厕所革命的推进中，养
殖废弃物得以无公害处理和资源再利用；在
旅游公司的管理中，基层党组织凝聚力得以
提升，文明风尚得以宣扬。凡此种种，乡村旅
游服务并贡献于乡村振兴的能量得以体现。

我省乡村旅游遍地开花，正向集群片区
化发展。数据显示，2017年全省乡村旅游接
待游客4 . 45亿人次，实现乡村旅游消费2549
亿元，为农民增收、脱贫、致富提供了保障。

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进入推进
实施阶段的关键时期，省旅游发展委更加注
重利用现有乡村旅游成果基础，发展农业
“新六产”，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未
来，我省将重点培育20个乡村旅游集群片
区，打造60个现代旅游园区和田园综合体，
创建符合国家3A级景区标准的20个旅游小
镇，并因地制宜推进黄河滩区脱贫迁建镇村
发展乡村旅游，打造体现黄河风情的田园农
耕型、生态休闲型、民俗文化型旅游特色村。

内涵式发展：

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作为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十强”产
业的旅游业，在实施新旧动能转换中，必须
要在自身高质量发展上实现突破。省旅游发
展委提出，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立足自身
优势，补足现有短板，培育和提升精品旅游
品质。

高质量的发展，首先要有大牌子，要培
育“尖端放电”的旅游大项目，形成区域旅
游的核心竞争力。据了解，今年我省将依托
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在每个品牌下重
点策划1-2个辐射带动性强、投资规模超过

50亿元、具有地域特色的地标性旅游项目，
打造亮点明星工程和尖端放电工程。

“以省重点旅游项目、全国旅游优选项
目、新旧动能转换旅游项目为基础，建立全
省百强旅游项目考评推进机制，每月进行调
度，每季向各地市通报。”于风贵说，依托完善
的监督机制加强项目建设推进力度，尽快打
造出拿得出手、叫得出口的山东旅游名牌。

旅游环境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游客对旅
游质量的评价。优化旅游环境，实现包括卫
生、安全、服务等方面的质量提升，是旅游
高质量发展的最强后盾。去年，我省集中开
展了“春季行动”“暑期整顿”“秋冬会
战”等旅游市场秩序整顿活动，共有39家景
区被摘牌或警告；全省各级旅游部门接受有
效旅游投诉2729件，为游客挽回损失144 . 84
万元。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督察行动，加
强旅行社行业管理、旅游饭店质量提升和标
准化建设等，并在全省旅游部门和旅游企业
推广应用“山东省旅游市场监管信息平
台”，构建“互联网+”智慧旅游市场监管
体系。

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将全省作
为一个完整的旅游目的地，进行统一规划布
局、优化公共服务、推进产业融合、加强综
合管理、实施系统营销。实施新旧动能转
换，发展全域旅游，这是提升旅游发展质量
的总抓手。我省将通过建立资源整合、政策
扶持、环境保障、联合执法、宣传营销和综
合考核等六大机制，推进旅游业在项目建
设、基础设施建设、智慧旅游发展、服务质
量提升等方面全面发力，把旅游业打造成新
旧动能转换的优势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发挥
综合带动作用。

聚力高质量发展，推进旅游业新旧动能转换

为游客创造“诗和远方”的美好体验

刘孝平致富不忘家乡父老，有机茶园做起“+旅游”文章

泰山东南，茶香满坡

□刘英 段宗斌 王秀华 报道
4月12日，利津县陈庄镇新胜片区千亩梨园进入盛花

期，吸引了周边城镇游客纷至沓来，观赏冰洁如玉的梨花。
利津县叫响“黄河文化风情游”品牌，建设黄河滩区10万亩
生态农业示范区，打造集现代特色农业、休闲观光、文化旅
游于一体的生态经济带。目前初步形成了沿黄林果、莲藕、
瓜菜、水稻等“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和田园综合体。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4月15日，由济南市旅游发展委主办，省

旅游行业协会自驾游分会、章丘区旅游发展中心承办的2018
济南自驾旅游节在济南野生动物世界启动，同时发布了济南
十大精品自驾线路，并向“济南自驾旅游推广大使”颁发聘
书。

济南自驾游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自驾游产品已逐渐发
展成为济南城市旅游的特色之一。本次活动旨在适应全域旅
游发展的新要求，积极引领消费升级新趋势，加快培育旅游
新业态，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引导自驾车消费客群，培
育打造济南自驾车旅游聚合集散功能，提升济南旅游在山东
及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

2018济南自驾旅游节

昨日启动

□刘英 董洪波 报道
4月15日，新泰莲花山景区“芝樱花海

赏花季”活动启动。芝樱花有“地表最美樱
花”之称，4月至5月是芝樱花的舞台。莲花
山下，莲花湖畔300余亩芝樱花盛开，环湖
的片片花海交相辉映，如“地上彩虹”般绚
烂。

□刘英 张圣虎 报道
本报蒙阴讯 4月12日，蒙阴第十三届桃花节开幕式在

岱崮地貌旅游区举行。
开幕式文艺演出后，桃花节还为游客准备了滑翔伞、动

力翼伞选手表演赛、桃花仙子选拔赛、第三届“岱崮地貌”
杯齐鲁枪王争霸赛、第三届岱崮地貌杯全省手机摄影大赛等
活动。桃花节期间，2018红色之旅·沂蒙骑行“岱崮地貌
杯”环青海湖自行车联赛蒙阴云蒙湖站顺利举行。

据蒙阴县旅发委主任张兆海介绍，2005年蒙阴举办第一
届桃花节时，当年游客仅为110万人次，旅游收入2 . 4亿元。
2017年，全县共接待游客54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39亿元。
蒙阴县以花为媒、以农兴旅、以旅助农，叫响了“美丽蒙阴
桃花源诗意乡村游”旅游品牌，蜜桃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蒙阴第十三届桃花节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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