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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兵

我省海岸线绵长，滨海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海滩质量和规模世界一流；沿海地区历
史文化底蕴深厚，民俗资源丰富多彩；海滨山
岳类资源数量众多，自然生态与文化特色相得
益彰。山东发展海洋旅游基础雄厚，前景广阔。

日前，省委、省政府印发实施的《山东
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以滨海
旅游等传统产业为重点，运用新技术、新管
理、新模式，实现传统产业提质增效。近年
来，我省旅游部门通过全面提升滨海旅游的
产品层次和服务质量，努力将海洋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建设国际知名的“仙境海
岸”滨海旅游目的地，助力海洋强省战略深
入推进。

业态升级

海洋旅游释放全新活力

5月26日，上合峰会召开前夕，“中华泰
山号”邮轮缓缓驶出青岛港老港区6号码头，
满载游客向深海出发。自2015年5月正式开港
以来，青岛国际邮轮母港相继开通了到日
本、韩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航线，接
待邮轮、国际客班轮1100多航次。

海洋港口是山东的优势，邮轮旅游需要
港口的支持。打造国际一流港口是山东的目

标定位，就此，省旅游发展委结合旅游工作
实际，提出将青岛、烟台建设成“东北亚区
域性国际邮轮母港”，把威海、日照建成现
代化邮轮访问港，形成中国北方邮轮集群中
心的发展方向，并积极与各相关单位配合，
奋力向前。

依海而生，向海而兴。除了邮轮旅游，
我省在钓型游艇、海岛度假、海洋运动旅
游、海洋文化旅游等新型旅游产品打造上，
同样鼓足士气、下大力气积极推进。5月13
日，由中集来福士自主设计、研发、建造的
99客位高端主题游船“寻仙107”开启首航，
并于近期投入烟台市区至崆峒岛旅游航线运
营。而长岛基于自身优势，因地制宜发展船
钓与路亚钓的海钓旅游，每年吸引众多海钓
爱好者前来休闲度假，“海钓”成为当地海
洋旅游的亮丽名片。

此外，为了使海洋旅游产品多样化，缓
解季节性问题，我省正着手开发一系列的小
众市场，如在海洋环境未受破坏的自然区
域，开展生态旅游、特殊兴趣自然旅游及户
外运动为主的活动等。

文旅融合

“仙境海岸”精品大放异彩

我省滨海腹地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
“海岸名山第一”的崂山、全真道发源地的

昆嵛山、秦始皇东巡三登的琅琊台等历史遗
产被开发成重要的旅游景点。它们地方感鲜
明，凸显了山东海洋特色，体现了山东传统
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原真性。

为更好地集中展现我省海洋旅游特色，
省旅游发展委对海洋文化与旅游资源深度挖
掘整合，提出并打造了“仙境海岸”文化旅
游目的地品牌。威海乡村旅游独具特色，具
有海洋风情。记者了解到，他们正积极建设
突出威海特色的旅游风情小镇，加快打造里
口山、昆嵛山、烟墩角、东楮岛等12个乡村
海洋旅游精品样板，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谈到以海洋文化打造海洋旅游精品，不
得不提“八仙过海”旅游集团。该公司发掘
当地独有的仙海文化资源，打造以八仙传说
为主题的八仙过海景区和以东方神话传说源
头——— 三神山传说为脉络的三仙山风景区。

“智借八仙渡沧海，巧将仙境落人间”，一个“仙
境”让烟台的旅游品牌在全国甚至国际叫响。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
展的依托。在振兴海洋文化、打造旅游精品
上，我省积极依托各类旅游平台，植根当地
文化特色，推出了一批沙滩啤酒节、葡萄酒
节、沙滩音乐会等节事活动。此外，着眼于
高质量发展，我省还将在沿海城市积极引进
国际酒店品牌，加快建设文化主题酒店、精
品酒店。挖掘道家养生文化，打造“仙境海
岸·养生福地”养老健康旅游服务经济带等。

突出优势

滨海城市集群提质升级

我省滨海城市密集，风格各异。“帆船
之都”青岛、“国际葡萄酒城”烟台、“最
适合人类居住的范例城市”威海、“东方太
阳城”日照等，构成了我国少有的滨海度假
城市群。让这些城市在现有的优势和美誉度
基础上变得更加优秀，更富活力，尤为重要。

近日，我省发布的《山东省全域旅游发
展总体规划（2018-2025年）》对以上4个城市
海洋旅游发展提供指引。以青岛为例，规划
建议重建青岛部分滨水区，丰富活动的多样
性，在滨海大道融合更多用途，包括餐饮、
购物、产品展示、娱乐及户外健身和体育等
功能。利用半岛城际轨道交通开通的机遇和
青岛新的国际机场的优势，重点发展会议会
展、水上运动、海洋文化体验、体育旅游等
高端新业态，提升城市度假质量，让青岛的
海洋旅游更有活力。

“陆海统筹、城海一体、山海融合。在打
造新时代海洋强省的道路上，我们将以‘仙
境海岸’为核心品牌，突出山东特色、仙境
内涵的海洋文化优势，全面优化滨海休闲度
假的发展环境，系统提升滨海旅游产品的品质
和设施建设的质量，推进从滨海旅游向海洋旅
游的转化。”省旅游发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 本报记者 刘英

城乡管理绑定美丽乡村建设

“美丽乡村是乡村旅游的核心吸引物，而
美丽乡村建设，美化、绿化、净化是底线，
我们要广泛发动群众，整治农村环境的脏乱
差，自觉搞好房前屋后的清洁，彻底清除乱
搭乱建、乱堆乱放，这是最基础的，也是必
须的。”南部山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王道忠说。

经过探索和实践，南部山区管委会逐步
明确了从群众最迫切、最现实、最亟待解决
的困难入手。围绕“抓点、带线、促面”的
总体思路，将城乡环境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
建设、脱贫攻坚等相结合，不断改善村庄环
境面貌和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形成农村环境
综合整治的“南山模式”。

城乡管理提升与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
完善基础设施，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
的短板。当前，南部山区管委会以摩泥路为
轴线，大力打造美丽乡村示范带，结合乡村
旅游、特色民宿，对区位优势明显、民俗文
化深厚、自然环境优美的村庄进行重点打
造、提档升级，实现村庄环境整治向更高层
次转型，形成点上出彩、面上美丽的乡村建
设新格局。

南部山区的管理提升，重在从细微之处
着眼，以小带大、以小见大，从美丽庭院做
起，从美丽家庭做起，从改变生活陋习做
起。管委会通过广泛宣传发动，调动广大群
众积极性，让广大村民以强烈的主人翁精神
投入到城乡环境整治中去，痛下决心整改
“顽疾”，努力打造干净有序、赏心悦目的
良好环境。

全面向农村“脏乱差”宣战

南部山区旅游资源丰富，是济南的一张
名片，展示泉城形象的窗口。但是乡村环境

卫生的“脏乱差”，直接变相成为游客对旅
游环境的“差评”。为此，南部山区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勇气，全面向农村“脏乱差”宣战。

建机制。由南部山区党工委书记、街镇
书记、村书记三级一把手，靠上抓、带头
干。集中3个月的时间，开展城乡接合部环境
整治、村容村貌整治、农村垃圾治理和农村
厕所革命“百日攻坚”，彻底解决“脏乱
差”等问题。

重奖惩。对每季度考评排位前两名、最
后两名的镇街，连续两个季度排名末位的街
镇，奖罚分明。对工作中推诿扯皮和不作
为、慢作为、乱作为的相关负责人，予以人
事调整。对管理水平差、运行不规范、考核成绩
落后的物业保洁公司，将实行市场退出机制。

自南部山区开展城乡管理提升百日攻坚
行动以来，累计投入资金2200多万元，出动
人员12万人次，挖掘机、装载机3300多台
次，清运车辆3 . 9万台次，清理“三大堆”
11 . 3万方，清理垃圾死角13 . 4万方。这些游客
看不见的数字，带来的是环境变美的直观感

受，标志着南部山区向“平、亮、绿、美、
净、齐”的目标又迈进了坚实一步。

旅游景观路形象大提升

省道103线北接英雄山路，南穿长城岭至
泰安，也被称为望岳路，是贯穿济南的南北
大动脉。到南部山区游玩的游客，半数以上
都要途径省道103线，是南部山区对外形象的
第一窗口。

省道103线的综合提升，凝聚了南部山区
街镇机关干部、沿线各村党员干部、保洁
员、山东边防总队后勤基地的官兵们的心
血，路边杂草、碎石和垃圾死角，横到村
边、纵到沟渠，全部一清到底。在清扫队伍
中，还有一位主动参与进来特殊人物——— 门
牙村73岁的老党员陈红英。她说：“南山是
大家的南山，每个人都应该贡献自己的力
量，虽然扫街累了点，但是看到自己的家变
美了、干净了，从心里觉得高兴。”朴实的
话语，道出了南部山区居民的心声。

在省道103线上的门牙景区，一直是济南
市民周末度假的首选，但沿线违章建筑亟待
整治。南部山区坚持对违建“零容忍”，今
年以来，省道103沿线共拆除违建310处8 . 8万
平方米，有效提升了整个沿线的视觉环境。

试点特色垃圾处理体系

喜欢去乡村旅游的人首选洁净清新的地
方，而影响山区农村环境的两个最大的污染
源就是污水和垃圾。南部山区管委会自成立
以来，立足于“垃圾不落地，污水进管网”
的目标，切实做好污水及垃圾处理的文章，
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垃圾治理模式。

探索市场运作模式，形成长效机制。面
对农村垃圾，南部山区不断加强日常保洁队
伍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保洁清运托管
的方式，采用垃圾清运的市场化运作模式，
重点加强主干道、商业繁华区、游园广场等
重点区域的卫生清扫保洁，特别是及时清扫
节日期间烟花爆竹等垃圾。“现在村里都摆
放上了垃圾桶，街道天天有人扫，早晚都有
垃圾车运，村里的环境干净多了，可以和城
里比了。”西营镇黄路泉村村民李秀华说。
这样的改变发生在南部山区的每一个村落、
每一位老百姓的身边。

探索垃圾分类，力争走在前列。据记者
了解，今年以来，南部山区管委会在济南市
率先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在加强硬件配置
的同时，还制订了《垃圾分类积分制奖励办
法》，以户为单位设置村民生活垃圾积分
卡，由垃圾分类员记录每户每天的生活垃圾
分类情况并加盖印花，每月印花数量最多的
前10户村民可获得“环境友好家庭”称号，
年底根据排序给予物质奖励。

“只有大力实施城市管理提升工程，才能
更好地体现和彰显出济南作为省会城市的品
质，才能更好地将济南打造成为有温度的城
市。”王道忠说，这既符合省会城市的实际需
要，也是保护南部山区绿水青山的庄重承诺。

□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哈尔滨电 6月9日，2018年中国黑龙江国际生

态旅游峰会在哈尔滨召开，会上，中国首部权威生态旅
游发展报告《中国生态旅游发展报告》对外发布。报告
显示，全国主要生态旅游资源储量排名前10的省、自治
区为：山东省、湖南省、黑龙江省、四川省、江西省、
湖北省、河南省、内蒙古自治区、陕西省、贵州省。

据了解，《中国生态旅游发展报告》对中国生态旅
游资源和消费市场进行了系统研究，以中国生态旅游发
展与展望为主题，对国内生态旅游发展现状和未来进行
了客观分析，并对国际生态旅游发展理论研究进展、中
国乡村生态旅游发展、国家公园体质建设对生态旅游发
展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和梳理。

□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6月11日，商河县振兴乡村旅游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在济南举行。
据了解，为推动旅游北跨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围

绕推动全域旅游、绿色发展、县域经济、扶贫开发、创
业就业等内容，在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商河县委县政府
的指导下，商河县旅游公共服务中心、济南市旅游联合
会、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济南旅游智库四方积
极对接、密切配合，建立协作发展机制，开展系列活
动。根据协议，合作双方将在提供旅游咨询、搭建销售
平台、开辟特色线路、促进扶贫就业、加强人才交流等
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积极推动商河乡村旅游蓬勃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商河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旅游工作，2018
年对标全市“1+454”工作体系，坚定了将旅游业作为
产业强县重要一环的发展思路，全县上下发展全域旅游
的热情高涨。本次战略合作的签约，标志着商河旅游业
发展插上了有力的翅膀，济南市旅游部门、旅游智库、
山东银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的资源优势与人才优势，将
有利于推动商河旅游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迈向新台
阶。

广告

邮轮旅游、海岛度假、海洋运动

山东推进滨海游转向海洋游

打造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南山模式”

□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邹城讯 近日，来自京津冀三地的“礼行天

下”研学考察团对“三孟”景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相
关单位就联合创建全国首家孟子文化校园达成合作共
识，并签署了框架协议。

据了解，该合作协议旨在吸引全国中小学生在开展
孟儒研学旅游以外，以孟儒思想为核心创建“孟子校园
文化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千校孟儒文化校园巡游
活动，让邹鲁文化、孟儒思想走出邹城，走出山东。此
举不仅突破了固有的“走进来”研学游模式，而且提升
了原有孟子文化进校园授课模式，有利于推动孟儒文化
形成校园环境、形成教化课程、形成教管模式，在更多
校园创建孟母课堂、孟子课堂、儒家课堂。

据悉，“礼行天下”孟子思想儒家文化研学游校园
行活动是邹城市旅游局、邹城市文物局、北京华韵天章
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继4月17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于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的首个主题活动。京津冀“礼行
天下”研学考察团是“三孟”景区迎来的首个主题考察
团。

山东生态旅游资源储量

全国第一

多方助力

商河乡村旅游发展

“礼行天下”孟子思想儒家

文化研学游校园行启动

作为济南泉水发源地的南部山区，既是泉水涵养地，也是省城的后花园、乡村旅游聚集
区，生态环境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关注。

生态美不美，重在“带头人”。在2017年的济南市城市精细化管理综合考评中，南部山
区管委会多次排名末位，基础差、底子薄、资金缺、人员少的现实困难与生态保护功能区的
发展定位摆在眼前，提升管理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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