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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人间四月天，春光不可负。4月1 0日，

“壮美长江·诗画三峡”“畅游三峡·万州出发”2019年大三
峡旅游（济南）宣传推介会在济南举行。

万州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拥有万州大瀑布群、潭獐峡、
西山钟楼、库里申科烈士墓园、天生城、黄葛树文化长廊等
自然人文景观，有中国驰名商标诗仙太白酒、谭木匠木梳、
鱼泉榨菜、三峡手工刺绣，还有深受海内外旅客喜欢的万州
杂酱面、万州烤鱼、万州格格、高山生态茶、牛肉干等特色
旅游商品。

又讯 4月7日，满载9 0 0多名山东游客的“酉阳桃花
源”号旅游专列在青岛发车。专列途经潍坊、淄博、济南、
泰安、兖州、菏泽等地，游客在山东各地站点集结后，一路
西行，沿途不再停靠其他站点，直达重庆。在10天的时间
里，山东游客将游览重庆云阳龙缸景区、彭水蚩尤九黎城、
酉阳桃花源、龚滩古镇及洪崖洞、磁器口、解放碑等诸多精
华景点，感受多彩巴楚文化韵味，领略神奇巴渝山水魅力。

据了解，“酉阳桃花源”号旅游专列是鲁渝扶贫协作以
来第一个由重庆景区冠名的旅游专列，是“十万山东人游重
庆”活动启动后的第一个近千人专列。

重庆万州旅游来济推介

□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淄博讯 4月8日-11日，由淄博市文化和旅游局主

办的“千家旅行社进淄博”合作洽谈会暨淄博文化旅游推介
会举行。

“通过举办‘千家旅行社进淄博’合作洽谈会，希望旅
行商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和了解淄博文化旅游，在此基础上
规划设计适合当地游客的旅游线路产品，将淄博作为文化旅
游目的地纳入到旅行社线路产品中去，积极进行推广和宣
传，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合作的层次和水平。”淄博市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周茂松表示，淄博市将进一步加强与各城市在资
源共享、客源互送、市场共拓、品牌共造等方面的合作，完
善基础配套服务设施，提升服务接待水平，努力营造一流的
旅游环境，以优美的资源、优质的服务、优良的设施迎接更
多游客来淄博旅游，真正使广大游客走进淄博、乐游淄博。

本次合作洽谈会通过多样的宣传推介形式，全方位介绍
了淄博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资源、特色文化旅游产品和优惠
政策。洽谈会结束后，各城市旅行社代表还实地参观考察了
淄博众多重点景区，亲身感受淄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
文化魅力。

“千家旅行社进淄博”

合作洽谈会举行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为提升威海城市国际化品牌知名度，拉动

入境客源市场增长，4月7日至10日，威海市政府代表团赴俄
罗斯新西伯利亚、哈巴罗夫斯克、布拉戈维申斯克等城市开
展了“精致城市 幸福威海”文化旅游经贸推介交流活动。

代表团出访俄罗斯期间，共举办三场文化和旅游推介活
动，邀请到新西伯利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哈巴罗夫斯克
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四个城市的州、市政府代表，以及中国驻
哈巴边疆区总领事馆代总领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际机场
和当地协会、大旅行商、新闻媒体负责人等200多人参加会议。

推介活动现场播放了威海旅游宣传片，在威海定居的俄
罗斯小伙安德烈向与会嘉宾讲述了不得不来威海的“5S”理
由，即阳光（Sunshine）、海水（Sea）、沙滩（Sand）、蓝
天（Sky）、温泉（Spring）。同时，重点介绍了俄罗斯游
客喜爱的滨海度假、温泉康养、海鲜美食、中医理疗等特色
旅游产品。活动现场还对2018年度威海至哈巴包机优秀渠道
商进行了表彰。活动现场展出的“礼尚威海”旅游商品深受
与会嘉宾的喜爱。刘公岛、赤山景区、天沐温泉等随团企业
进行了产品精准推介和抽奖活动。包机商和威海入境地接旅
行社进行了包机产品线路发布，与俄罗斯组团社进行了精准
对接，现场达成合作意向50多个。

“精致城市 幸福威海”

走进俄罗斯

□ 本报记者 刘 兵
本报通讯员 赵子骏

以赛为媒，推进文旅发展。4月3日下
午，2019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颁
奖典礼在肥城市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
自韩国和国内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的200余个企业和个人参赛，6000多件实物
作品以及1 0 0 余件设计作品参与展出和评
奖。经过角逐，大赛共评出特别大奖1个，
金奖11个，银奖18个，铜奖30个，优秀奖80
个，最佳网络人气奖12个。

自古以来，桃木就被深深烙下了吉祥的
印记，地处泰山西麓的肥城更是集中体现平
安文化与吉祥文化融合发展之地。业内人士
普遍认为，将文化符号赋予桃木文化旅游商
品，利用精心的创意和精湛的技艺，并将文
化创意与匠人精神完美结合，是肥城桃木取
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肥城市立足传承千年的桃文
化，以文化为魂、以旅游为体、以产业为
基、以产品为王，通过深入实施‘肥城桃木
雕刻流派’培树工程，多措并举促进了桃木
旅游商品产业的发展壮大。”肥城市委常
委、宣传部长名树伟介绍说，去年底，肥城
桃木旅游商品被央视评为“年度魅力旅游文
创产品”；程银贵等桃木企业负责人先后被
授予“齐鲁工匠”“山东省工艺美术大师”
等称号，人才辈出。桃木文化旅游商品已成
为众多游客来山东最想买的旅游商品之一，
并走向全国市场，形成了巨大的产业链条。

据了解，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
赛已走过12届。12年来，大赛的持续举办让
“文化的魂、旅游的根”不断延伸，使桃木
文化旅游商品占领了更大更广的市场，也使
肥城成为桃文化产品创新创业的一方宝地，
并成为引领肥城桃木这个十亿级产业持续快
速发展的强力引擎。与此同时，在文旅深度
融合的新时代，大赛以文化创意为引领，聚
焦创新创意能力的培育，文创效应不断放
大，发展方向更加清晰，产品水平不断提
高，使桃木产品向桃文化产品延伸，产业链
得到不断完善和延伸，正引领全省旅游商品
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实现二次创新。

以开放合作促共赢发展。本次大赛上，
韩国著名文创设计机构代表HEE株式会社社
长李诚希带领韩国护真堂酒业公司、韩国葫

芦娃农业株式会社、大清湖农业合作社等生
产的10余件作品来肥城参赛，参赛作品人参
桃花精油皂获得大奖。“桃文化产业可以和
韩国的人参产业进行有机结合，用桃木文化
做媒介，必将进一步加深中韩桃木产业在知
识产权、工艺品贸易、文化领域的合作。”
李诚希非常希望能够在山东找到合作方，共
同开发人参桃花酒系列产品，输出韩国人参
桃花系列化妆品、家居日用品等。

发挥文化创意优势，展现大国工匠精
神，满足游客对高品质旅游商品的需求，是
我省旅游商品的发展目标。《山东省精品旅
游发展专项规划（2 0 1 8 年- 2 0 2 2 年）》明
确，我省将继续推动全省旅游商品研发、生
产、经营品牌化、品质化发展，支持开发代
表自身文化特色的标志性文创旅游商品。

品牌和品质是文创旅游商品发展的两大
方向，也是桃木产品发展面临的两大问题。

近年来，肥城桃木在全国各类旅游商品大赛
中屡次斩获金奖，接连亮相国内外各类专业
展会，肥城桃木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并组建桃木旅游商品协会实现行业自
律，使品牌和品质不断提高。据了解，今后
一个时期，肥城还将继续以“打造国内领
先、国际知名的桃木工艺品生产研发基地”为
目标，不断提升桃木商品的品牌影响力和市
场竞争力，真正走好肥城桃木的品牌化之路。

省旅游行业协会秘书长尚玉轩认为，肥
城不断探索旅游商品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
求，为树立旅游商品品牌、加快购物旅游发
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带动作用，旅游商品发
展的“肥城模式”已经成为县域旅游商品发
展的一个范例。

肥城桃木旅游商品的快速发展正是山东
文创旅游商品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省旅游
商品开发服务中心主任吴凯表示，当前，以
曲阜为核心的儒文化旅游商品、以淄博为代
表的齐文化旅游商品、以济南为代表的泉水
文化旅游商品、以沿海为代表的海洋旅游商
品、以临沂为代表的红色文化旅游商品等，
都凭借深厚的文化属性、过硬的产品质量、
便捷的销售渠道在市场上占有了相当大的份
额，产品的市场发展前景广阔。

据了解，今年省文化和旅游厅将继续开
展景区文创旅游商品研发，扩大文创旅游商
品的有效供给，不断满足市场需求，助推山
东文化旅游强省建设，使文创旅游商品成为
实现乡村振兴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有力抓手。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肥城讯 4月11日，坐落在肥城市

仪阳街道鱼山村的“桃花海唐乡”精品民宿
落成开业，“社会资本赋能乡村振兴”高峰
论坛同步举行。

“桃花海唐乡”精品民宿项目所在地鱼
山村位于肥城万亩桃花海入口处，是我省传
统古村落，石头是该村传统建筑艺术的最大
特色，村中的房屋、院落、街巷、公用设施
全用石头建成，自古以来就有很多技艺高超
的石匠艺人，他们将石头盖成房屋、修成院
落、雕成石器，祖祖辈辈流传至今。村内随

处可见的石碾、石磨、石桌、石凳、石槽、
石灶，无不记录着整个村庄悠久的历史文化。

据悉，“桃花海唐乡”由唐乡（北京）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建设，该项目是继威
海“海草房唐乡”后，进驻我省的第二个
“唐乡”项目。据“唐乡”品牌创始人张晓
军介绍，“唐乡”不仅是简单的民宿项目，
也是一种新的乡村社区再造模式，被业内称
作是“乡村生活”的先锋代表，更注重农业
结构的调整和农民就业机会的增加，以及促
进项目所在地经济、社会、生态的协同发
展，正是目前国家大力提倡“乡村振兴”战

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桃花海唐乡”先期
开放的民宿有6处，能同时接待20人入住。

记者了解到，为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乡
村振兴建设，肥城市政府加大招引力度和对
投资项目的落地服务，政府、企业和行业协
会形成合力，推动“唐乡”尽快落成纳客。
4月11日上午，以“桃花海唐乡”开发模式
为样本，来自山东大学、泰山学院、兰州文
理学院、山东青年政治学院的专家学者以及
国内民宿经营业者，纷纷就“社会资本如何
更好赋能乡村振兴”主题发表主旨演讲，并
分享实践经验。

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举办12届

成为引领桃木产业发展的强力引擎

“桃都”吸引社会资本为乡村振兴赋能

□记者 刘兵 报道
本报莱阳讯 4月13日，由山东省旅游

行业协会主办，2 0 1 9莱阳梨花节组委会承
办，莱阳市文化和旅游局、莱阳市照旺庄镇
人民政府、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协办的
“乐享梨花&探秘恐龙之旅”2019莱阳梨花
节开幕，活动将一直持续到本月23日。

据了解，梨花节已经举办了28年，今年
的莱阳梨花节在往届基础上进行了产品升级
和活动创新，以“莱阳梨花”为主打IP，联
动莱阳白垩纪国家地质公园，设计了以“乐
享梨花&探秘恐龙之旅”为主题，集观赏、
休闲、娱乐、研学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休闲体
验旅游产品，目标人群涵盖家庭亲子、中小
学生、青年、中老年人等四大类。

2019莱阳梨花节开幕

2019全国桃木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张博 刘兵 赵子骏 报道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泰安讯 记者获悉，泰山游览年卡出新规，2019年

4月1日起，推出一年期、二年期和三年期三种办理方式。
泰山旅游年卡分两种，一种是针对当地市民及驻泰大中

专院校师生的游览证，另一种是针对省内城乡居民和中小学
以及大中专院校在校生的游览年卡。泰山游览证收费标准为
每人每证100元，离退休人员每人每证40元。泰山游览年卡
种类分一年期、二年期和三年期，收费标准为一年期每人每
卡200元，二年期每人每卡400元，三年期每人每卡500元。游
览证和游览年卡适用范围为泰山和岱庙景区，逢清明节、五
一节和国庆节三个节假日停止使用，有效期内不限游览次
数，办证时间为每周一至周日上午8:30至11:30，周一至周五
下午1:30至5:00，周六下午1:30至4:00，办证地址为泰山国际会
展中心二楼东厅E区。

泰山游览年卡最长三年有效期

□记者 刘兵 通讯员 李伟伟 报道
4月11日，利津县汀罗镇陈家屋子花卉

大棚里，工人们正在种植蝴蝶兰。该村土地
严重盐碱化，村两委班子转变思路，将闲置
土地规划建起了花卉种植、立体采摘、拓展
训练等乡村旅游项目，发展旅游产业。

据了解，今年，利津县围绕产业振兴，
规划实施了国家农业产业强镇示范、省级田
园综合体等23个项目，发展集传统文化、现
代农业、休闲旅游为一体的农业发展新业
态，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记者 刘英 报道
本报烟台讯 4月11日，由新加坡百名

游客组成的入境旅游团抵达烟台，开启“鲜
美烟台寻芳之旅”。据悉，这是继烟台市文
化和旅游局发布《烟台市旅游招徕奖励办
法》短短一周以来，落地烟台人数最多的入
境团队。

据了解，只要符合以下条件的旅行社均
可申请政府奖励：一、团队以烟台为旅游目
的地，乘坐交通工具停靠在烟台市范围内机
场、火车站、港口等交通口岸。二、来烟台
旅游的外地游客是指烟台市范围以外的境内
外团队游客，旅游团队由烟台单体旅行社负
责组织地接服务。三、包机、包船、包列、
淡季旅游奖励的团队须在烟台住宿达两个晚

上以上，其中一晚住宿必须包含烟台市区内
酒店（含长岛），并参观游览有门票收入的
烟台旅游景区（点）两个以上。四、国际、
国内邮轮须在烟台停留一个晚上，并参观游
览有门票收入的烟台旅游景区（点）两个以
上。五、同一旅行社包机、包船、包列每一
项年度超过20架/艘/列次的，需提前统一申
报。最高可奖励8万元。

奖励办法还包含对淡季旅游团队奖励，
其中，入境团队核定基数为1 0 0人（含1 0 0
人），超出核定基数后，按新增旅游团队游
客人数，每人奖励30元，住宿四星级（含四

星级）以上酒店每人奖励50元。对接待参加
烟台推荐的老年游学旅游产品线路的团队，
不设定核定基数，团队人数超过10人即按淡
季旅游团队奖励标准给予奖励。

对旅行社开拓客源地市场奖励方面，旅
行社在烟台客源地市场临街门店宣传推广
“烟台+”旅游产品线路，门店内设置宣传
专栏区、视频播放区、宣传品展示区，宣传
推广烟台旅游资源10家门店以上的，给予1万
元奖励，同一城市奖励资金上限为2万元。

对自驾游团队奖励方面，对旅行社组织
的自驾游车队，单次组织外地游客自驾车团

队3 0台以上（人数不少于80人），奖励0 . 4
万元；单次组织外地游客自驾车团队50台以
上（人数不少于130人），奖励0 . 8万元。

凡符合条件的旅行社均可按照奖励申报
程序进行申报，每年10月底为年度奖励资金
申报截止日期（11月-12月奖励申报纳入次
年安排），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根据办法规
定的条件和奖励额度，按照“三重一大”要
求，经研究后确定奖励对象和奖励数额，并
在烟台市文化和旅游局部门网站公示5个工
作日。公示结束后，在规定时限内以正式文
件报送市财政局，列入下年财政预算。

烟台发布旅游招徕奖励办法

□ 刘英

4月10日，因清明假日前后涉嫌不实
宣传等问题的济南黄金谷山水画廊景区，
被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勒令停业整顿、闭
园整改。舆情爆发的背后，暴露出个别旅
游企业诚信自律的缺失，“信口开河”的
营销行为，既影响了游客的心情和利益，
也破坏了景区甚至地方旅游业的声誉。

黄金谷山水画廊位于济南市历城区七

十二名泉之一的浆水泉水库南岸，面积16
平方公里，号称济南市区最大的山水景
区，景区内分布有150余处景点。据济南
市文化和旅游局官方微博4月10日消息，
清明节假日期间，该局收到多个关于黄金
谷山水画廊景区的投诉，内容涉及不实宣
传、收费不合理、环境脏乱差、服务不到
位等问题，给济南市旅游市场造成不良影
响。为维护旅游消费者权益，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和《山东省旅游条例》的规定，对黄金谷
山水画廊景区作出停业整顿、闭园整改的
处罚。

虚假宣传促销，一直在旅游监管“严
打”之列。河南某薰衣草庄园洛阳牡丹
“假”天下、江西某海洋王国“只有鱼缸
不见鱼”、北京一日游去了“假长城”等

欺诈游客事件，均发生在国内旅游旺季，
游客满怀热情与信任而去，最终发现被忽
悠，受骗经历在社交媒体几经传播发酵，
涉事旅游企业很快“一夜成名”，直至被
列入诚信经营“黑名单”。

面对一些旅游企业的不自律，主管部
门的罚单也越开越大。三亚市旅游执法部
门向低价经营海岛一日游的旅行社开出50
万元的大额罚单，让虚假宣传的旅行社
“把吃进去的吐出来”。今年1月，江苏
省苏州市原3A级景区定园被吊销营业执
照，成为我国第一个因为虚假宣传被吊销
营业执照的旅游景点。让虚假宣传无处遁
形，让涉嫌虚假宣传的企业被罚到得不偿
失，主管部门的严格执法，对治理旅游失
信乱象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笔者还注意到，在旅游开发建设和宣

传营销中，还有一种在源头造假的不良现
象应该受到遏制。有些旅游景点在建设时
不问出处，生搬硬套，牵强附会，把原本
不相干的文化、名人故事加于己身，甚至
写进导游词，以为这样就是旅游创意中的
“无中生有”，殊不知这对旅游者特别是
参加研学旅游的学生来说，是一种严重的
误导和不负责任，与现行业界倡导的“做
负责任的企业，做有温度的企业文化”背
道而驰。

对旅游企业来说，随着文旅融合的深
度和广度不断加强，将获得更大的平台支
撑，市场环境和前景将越来越好，企业的
自律感是维护旅游行业荣誉的根本保障，
每一个共享大好发展环境的企业，都应该
坚守诚信经营这道底线。

旅游营销岂容“信口开河”

□记者 卢鹏 通讯员 周珊珊 李瑞政 报道

当梨花遇上美食
百年梨园，万亩梨花，花开如雪；陆地牛羊，海中鱼

虾，咸甜酸辣……4月6日，阳信县万亩梨花盛开，适逢阳信
第三十届梨花会举行，游人如织。当天，还有阳信县第三届
烹饪大赛暨美食节开幕，各位大厨竞相献艺，现场游客可以
现场品尝，让游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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