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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 弢

8月7日，由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
策划组织的“驾游西海岸”2019青岛西海岸新
区全国自驾游大会——— 盛夏啤酒之夜在青岛西
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举行，200余家自驾游
组织负责人齐聚金沙滩啤酒城，共同畅享第29
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激情狂欢，开启三天两晚
的“啤酒狂欢+滨海度假”自驾体验之旅序
幕。

次日，“驾游西海岸”2019青岛西海岸新
区全国自驾游大会举行，来自全国13个省、32
个城市的200余家自驾游协会、房车露营协
会、自驾游俱乐部等自驾游组织相关负责人参
加，正式启动“驾游西海岸”滨海度假目的地
自驾游品牌打造活动，“驾游西海岸”品牌叫
响全国。

“走出去+请进来”的营销大戏

8月7日晚，金沙滩啤酒城内，菲律宾歌
曲、沃斯坦大篷舞蹈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来
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组织代表边畅饮清爽啤
酒、边品尝美味小吃，边观赏精彩表演、边参
加精彩互动，体验了一场不一样的啤酒狂欢之
旅。

“我已经参加过数届青岛国际啤酒节，但
今天是第一次来到金沙滩啤酒城，切实感受到
了啤酒节的新变化，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
都创新十足，人山人海的景象让我感到啤酒节
的旅游势头越来越旺。”山东省自驾游联盟协

会顾问杨振山说。
此次200余家自驾游组织齐聚青岛西海岸

新区，是该区在旅游营销上“走出去+请进
来”营销策略的体现。

“2018年青岛国际啤酒节期间，我们组织
了‘干杯，西海岸’旅行千人团活动。当时，
千余名北京游客走进金沙滩啤酒城，体验到青
岛国际啤酒节的激情狂欢，感受到了西海岸的
热情好客，得到了大家的一致称赞。”玉屏旅
行社导游王绍犇表示，今年啤酒节期间，旅行
社继续组织了“北京千人团 干杯西海岸”第
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金沙滩啤酒城）狂欢之
旅活动，让更多的北京市民走进青岛西海岸新
区，走进金沙滩啤酒城，体验到西海岸的人文
历史和自然风光。

为集中展示西海岸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
文化和旅游资源，提升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的知名度和市场吸引力，前期，青岛西海岸新
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组
委会办公室等，组织新区旅游企业组成文旅推
介团参加了2019北京国际旅博会。

“近年来，西海岸旅游坚持‘请进来’与
‘走出去’相结合的营销战略。其中，以北京
为首的京津冀‘首都经济圈’，是西海岸最重
要的旅游客源地之一，西海岸多次赴京推介，
持续放大旅游影响力，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西海
岸旅游度假。”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
市场推广中心科长高翔介绍。

8大主题产品撑起品牌内涵

“当前，我国已进入大众旅游时代，自驾
游日益成为现代游客出游的主要方式，此次大
会旨在进一步拓展自驾游市场，打造‘驾游西
海岸’滨海度假目的地自驾游品牌，与全国各
地的自驾游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以后
吸引更多的自驾游爱好者来西海岸度假打下良
好基础。”高翔告诉记者。

“驾游西海岸”2019青岛西海岸新区全国
自驾游大会上重点发布了“驾游西海岸”8大
自驾游主题产品，分别为“驾游西海岸”之休
闲目的地、品质景区、休闲小镇、滨海度假酒
店群、海景民宿、美食尝鲜点、最美海景大
道、浪漫打卡地。

其中，凤凰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琅琊台
和灵山湾省级旅游度假区3个度假区为“驾游
西海岸”之休闲目的地，金沙滩、藏马山、青
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等8家景区为“驾游西海
岸”之品质景区，张家楼、宝山、琅琊、海青
四个镇为“驾游西海岸”之休闲小镇，凤凰岛
东环岛路、凤凰岛西环岛路、星光岛星海湾
路、琅琊台灵芝山路4条道路为“驾游西海
岸”之最美海景大道，潜心民宿、十间海民
宿、壹两客栈、渔夫香园4家民宿为“驾游西
海岸”之海景民宿，珊瑚贝桥、鱼鸣嘴等5地
为“驾游西海岸”之浪漫打卡地，“驾游西海
岸”之美食尝鲜点包括鲤鱼门国际海鲜城、王
家台后渔家宴等8个点，“驾游西海岸”之滨
海度假酒店群包括金沙滩酒店群、唐岛湾酒店
群、星光岛酒店群、城市阳台酒店群13家高品
质酒店。

8大主题产品的推出，让“驾游西海岸”

这一全域旅游品牌有了丰富的产品支撑。

9省推广大使

让影响力再上台阶
为扩大“驾游西海岸”的品牌影响力，全

国自驾游大会上，青岛西海岸新区还邀请参会
的江苏、浙江、福建等9省自驾游组织相关负
责人担任“驾游西海岸”自驾游品牌推广大
使，并向他们颁发了证书，助力“驾游西海
岸”自驾游品牌在各地的宣传推广。

“西海岸拥有丰富的自驾游资源，蓝湾
绿道的设计十分适合自驾游旅行，在全国来
说都很有竞争力，此次能够担任‘驾游西海
岸’自驾游品牌推广大使，我期望能与西海
岸旅游业界实现进一步的沟通与合作，将西
海岸的黄金自驾游资源带到福建，让更多的
游客来西海岸度假。”福建省自驾游协会会
长楚政说。

会上，山东省自驾游行业联盟会长陈正清
也向西海岸青岛琅琊台风景名胜区、青岛森林
野生动物世界、融创·阿朵小镇、青岛西海岸
生态观光园、青岛贝壳博物馆颁发了“驾游西
海岸”最佳自驾游目的地牌匾。

“通过此次大会，我们与众多自驾游协会
负责人和自驾游爱好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让
他们更加了解了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进一
步加强了动物世界在自驾游领域的知名度，拓
展了客源地市场，为我们下一步打造独具特色
的自驾游产品提供了借鉴。”青岛森林野生动
物世界市场部副经理吴丽丽表示。

13省32城市的200余家自驾游组织齐聚青岛西海岸新区

“驾游西海岸”叫响全国

□ 本报记者 张忠德 宋 弢

作为青岛市的金牌节会，在狂欢之余，第
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更加注重针对不同消费群
体提供不一样的互动体验。今年啤酒节，为满
足亲子游客的需求，金沙滩啤酒城运营主
体——— 黄岛发展集团全面升级娱乐设施，新增
萌宠乐园，建设了九天宇宙探索馆和机器人城
市公园，引进“不是书店”、雅舍美学生活馆
等集文化、艺术于一体的文创场馆，让众多游
客开启了一场亲子梦幻之旅。

娱乐项目大升级

自啤酒节开幕以来，位于金沙滩啤酒城北
一门附近的室外游乐区游人络绎不绝，不少市
民游客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今年这里设有旋转
的士高、豪华木马、逍遥塔、自控飞机、飓风
飞椅、娱乐风洞六个项目，适合不同年龄段游
客体验，提高了逛节娱乐指数，满足多样化的
游乐需求。

其中，娱乐风洞为今年新增项目。该项目
模拟的是空中跳伞的体验，有专业教练培训和
带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大家感受空中
悬浮飞行的刺激和乐趣。“风洞项目非常新奇
和时尚，不仅新鲜刺激，体验高空飞行也是一
种释放压力很好的方式。这次来啤酒节，我对
这个项目印象十分深刻。”来自济南的游客张
鹏告诉记者。

在17号大篷，黄发集团联合青岛森林野生
动物世界打造了室内全生态、全互动、沉浸式
动物主题乐园——— 探索萌宠王国，为市民和游
客开启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生态之旅，深受小朋
友们的喜爱。

这里设有热带雨林区、沙漠主题区、萌宠

精灵区、鸟林区、萌兽互动区、鹦鹉剧场等六
大场景化特色区域，汇聚了全球100多种小巧
可爱的动物，将动物互动和益智游乐相结合，
让课本内容变成科普探索，让小朋友们在参观
啤酒城的过程中了解野生动物知识，激励大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使公众通过自身态度和行为的
改变来参与野生动物物种的保护工作,让公众成
为保护教育活动的参与者，真正实现寓教于
乐。

体验现代科技范儿

走进青岛机器人城市公园，仿佛走进了
“机器人王国”。会写“福”字的机器人、跳
舞机器人、会投篮和踢足球的机器人、仿真鱼
机器人、“真人版”大黄蜂、机器人竞技等让

人目不暇接。
在这里，市民和游客可以深度探索体验未

来生活的机器人世界。据了解，这座大篷分为
娱乐区、学习区、传统文化区、餐饮区、游戏
区等板块，场内全部由机器人扮演服务和交互
角色。

“真是太震撼了，来这里一次绝对值得，
可以听工作人员介绍高科技机器人的操作，也
可以真实体验与机器人的互动，对于假期课外
学习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中学生张旭告诉记者。

11号大篷为九天宇宙探索馆，为广大航天
爱好者搭建一个关注航天、了解航天、热爱航
天的平台。馆内设立航天展区和航天互动体验
两个区域，融合航天科普教育、互动体验、沉
浸式游览三大体验内容。

其中，航天展区由长征火箭家族、应用卫
星、载人航天工程、探月工程、发射塔架、互
动展项等6部分组成，主要介绍中国航天事业
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就；航天互动体验区拥有
在轨卫星测控互动、VR太空体验、天宫二号
互动舱等沉浸式体验和高还原度项目。在这
里，市民和游客可以在1:1天宫空间站沉浸式体
验，观看火箭出仓至发射全过程模拟，零距离
挑战航天员训练任务……

据了解，这两个展馆还将作为青岛西海岸
新区的固定研学基地，开展各类长期研学活
动，让孩子们在课外获取更多的科学知识。

享受文化艺术熏陶

今年啤酒节上，由黄发集团引进的“不是
书店”吸引了众多亲子游客的关注，作为岛城
第一家“书+咖啡”模式的书店品牌，这里为
爱书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静思、阅读、创作交
流以及学习的高品质体验场所。

“书店二楼还设有文创艺术展厅，是集艺
术创作、艺术展览、艺术教育、艺术体验的一
站式空间，目前正在举办画展。在啤酒节游玩
的闲暇之余，小朋友们还可以在这里得到文化
艺术的熏陶。”“不是书店”创始人张兵林告
诉记者，8月10日开始，“不是书店”还举行
了复古打字机与装置艺术展，现场展示5年来
收藏的20台来自不同国家的打字机。

与“不是书店”相隔不远的雅舍美学生活
馆，则以美学、美育、美人的服务理念，打造
“生活美学传播”的时尚名片。“这里提供形
象服务咨询、设计师高级定制、私人定制服
务，结合美学培训，服装搭配等特色服务，打
造美学业态服务链。可以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美
学观念。”雅舍美学生活馆负责人说。

趣味娱乐、科技体验、萌宠互动、艺术熏陶……

金沙滩啤酒城开启亲子梦幻之旅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9日，由江苏省盐城市始

发的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开进青岛西站，青
盐铁路沿线城市640多名游客乘坐专列走进青
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参加正在举行的
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正式开启三天两夜的

“啤酒节狂欢+蓝色海湾行”深度体验之旅。
此次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采用在既有

动车组列车加挂的方式组织开通。8月9日下
午，专列从盐城市发车，沿青盐铁路一路驰
骋，当天下午抵达青岛西站进入青岛西海岸新
区。在青岛西站，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
局联合青岛西海岸交通商务区、青岛西站等，在

“啤酒节专列”抵达站台上举行了欢迎仪式。随
后，“啤酒节专列”旅行团统一乘坐14辆旅游大
巴，直接前往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参
加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内
观赏灯光焰火秀、艺术巡演、花车巡游等，并在
啤酒大篷畅饮清爽啤酒、品味特色美食，尽情享
受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的激情狂欢。

据介绍，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也是第
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赴青盐铁路沿线城市营销
推广的成果之一，获得了青盐铁路沿线城市旅
行商和市民的大力支持。今年7月中旬，青岛
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联合第29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组委会办公室、青岛黄岛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组织全区文旅企业组成大型推介
团，赴青盐铁路沿线城市推介第29届青岛国际
啤酒节和蓝色海湾等特色资源，吸引了当地旅
行商和市民的极大关注，达成多项合作协议，

与江苏景程旅行社有限公司、盐城市快乐假期
旅行社有限公司等当地大型旅行商分别签订了
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合作协议，共同开发
青盐铁路沿线客源市场，组织和引导沿途市民
到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参加青岛国际
啤酒节，体验蓝色海湾度假时光。

青岛西海岸新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副书
记、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现场指挥部旅游营
销部副主任燕亚超介绍，2018年12月，青盐铁
路建成通车，青岛西站投入使用，畅通了青岛
西海岸新区与青盐铁路沿线城市的互联互通，
也为青岛西海岸旅游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此

次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活动将有效扩大青
岛西海岸新区在青盐铁路沿线城市的影响，拓
展青岛西海岸新区旅游在这些城市的客源，吸
引更多的沿线城市市民乘坐高铁到青岛西海岸
新区旅游度假，助推青岛西海岸新区打造成为
世界级滨海度假目的地。

青盐铁路“啤酒节专列”开进青岛西海岸

可移动的大黄蜂深受孩子们喜爱。(资料片)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8日，记者从第29届青岛国

际啤酒节新闻发布会获悉，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
节7月26日开幕以来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
城热度不减。截至8月6日，金沙滩啤酒城共接待
游客352 . 5万人次，消费啤酒1507吨。

本届啤酒节，总面积1 . 56万平方米的9个啤
酒大篷持续为游客提供了多样化的国际啤酒盛
宴。19辆流光溢彩的大型花车于啤酒节期间每天
在金沙滩啤酒城内巡游及定点展演。火凤凰酒吧
街内酒吧、餐吧、音乐吧、咖啡吧、文创吧等32
家品牌吧商为游客带来美酒、美食的不同选择和
体验。

互动式表演遍布啤酒城各个点位，艺术巡游
每天2场，灯光焰火秀每晚2场，干杯雕塑光影
秀、博览小镇光影秀每天19：30-23 :00循环播
放。海的传说、三美人、奥克图章鱼、埃卡米拉
兄弟、镜面人、魔术师等特色演艺活动循环上
演。德国的脚步飞翔舞团、美国的补丁联盟、俄
罗斯的北港乐团每天分别在东音乐广场、西演艺
广场定点演出。

青岛国际啤酒节已过半，接下来的活动更加
精彩。2019中国青岛精酿啤酒发展论坛将于8月
15日至16日举办。论坛以“传播精酿文化，助力
美好生活”为主题，届时将邀请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以及各省精酿企业协会、
高校院所等150余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物参
加。

此外，电竞比赛活动即将迎来顶尖对决。第
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全国电子竞技大赛一直持续
到8月16日。全国813支战队海选出的全国八强将
在金沙滩啤酒城进行现场比赛，共计32场专业赛
事；2019首届草根英雄挑战中国传奇足球明星赛
第二阶段的比赛将于8月14日-15日拉开战幕。赛
事第一阶段脱颖而出的八支精英草根业余队，将
向八支中国传奇球星队和女足铿锵玫瑰队发起挑
战。

10余天消费啤酒
1507吨

□记者 张忠德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7日，以《变形金刚》中的

擎天柱为原型的彼得比尔特389电竞大篷车亮相
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啤酒城。作为全球首辆电
竞主题概念大篷车，车内配备顶尖对战设施5V5
职业级电竞对战房，搭载多讯道60P全高清网络
直播技术，并配备55平方米超大LED屏幕，现场
观众可以清晰观战王者荣耀等比赛，体验强烈的
视听震撼。

2019年青岛啤酒节全国电子竞技联赛将在青
岛西海岸啤酒城西啤酒文化广场开展最终冠军的
争夺。本次联赛由青岛黄岛发展（集团）有限公
司主办，IMBA传媒承办。此次全国电子竞技联
赛决赛阶段聚集来自全国四大赛区的十六支王牌
之师，在英雄联盟和王者荣耀两个项目中一决胜
负。本次联赛采用零门槛报名方式，800多支战
队加入海选战列。经过几周的群雄逐鹿，最终两
个项目的全国八强将来到青岛西海岸新区金沙滩
啤酒城，在一周的时间内为观众献上四分之一决
赛、半决赛以及决赛。

除了精彩的电竞赛事，在比赛期间还有水友
赛、街头KTV，桌上投球等活动可供游客参
与。电竞嘉年华期间，每天都设有水友赛环节，
国内CSGO知名解说嘟教授、前王者荣耀退役选
手碎星及国内知名电竞俱乐部战队LGD女子战
队都会来到现场和游客同场竞技，游客还有机会
获得他们亲自挑选的神秘好礼。

全球首辆电竞大篷车
亮相啤酒城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8日，青岛西海岸交通商务

区以青岛国际啤酒节为平台，举办“醉美西海
岸、畅想新西站”主题推介活动，向青岛市民和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全面展示介绍了青岛西站综
合交通枢纽和交通商务区重点工程建设与未来发
展规划。

青岛西海岸交通商务区将加快推进青岛西站
西站房、动车走行线、存车场的建设进度，确保
8月底完成西站房初步验收，年底实现始发终到
功能，为青岛西站接入即将开通的鲁南高铁提供
有力保障。不断提升枢纽区域运营管理能力，努
力打造国家级综合客运枢纽新样板。

同时，围绕青岛西站综合客运枢纽，商务区
还将继续挖掘并提升枢纽经济潜能，通过产业振
兴带动做强“活力源”，助推新区中西部新旧动
能转换、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确保商务区
中化创新科技城、绿地城际空间站、中国供销北
方国际智慧物流港、安海商贸综合体、复兴社区
等一批重点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全面开花，
实现经济高速增长。

醉美西海岸、畅想新西站
主题推介活动举行

□记者 张忠德 宋弢
通讯员 李杰 报道
本报青岛讯 8月9日，伴随着第29届青岛国

际啤酒节在金沙滩啤酒城进入高潮，青岛西海岸
新区集中开工总投资235亿元的10个重点项目。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项目涉及城市建设和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
物医药、医养健康等新兴产业领域，符合“十
强”产业发展定位。

据了解，此次开工的10大重点项目均由行业
内的领军企业投资建设。

西海岸10个重点项目
集中开工

□俞方平 报道
8月9日，青岛西

站，“啤酒节专列”
游客在引导员引领下
走出站台。

■聚焦第29届青岛国际啤酒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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