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三孔第一泉 门票半价助游兴
我省81家国有景区大幅降价，引起旅游市场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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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于新悦 刘英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省文化和旅游厅
发布《关于降低全省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通
知》，提出81家国有景区大幅降低门票价
格，8月1日起执行。《通知》中说，以上81
家国有景区中，对9家5A级景区，除法定节
假日外，在原政府定价的门票价格基础上，
全部执行不低于5折的票价优惠，具体价格
由各市、各景区自行确定；对其余72家国有
景区，在原政府定价的门票价格基础上，工
作日执行2折票价，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执行5
折票价。

7月29日上午，泰山景区和三孔景区两家
5A级景区率先发布通告，公布了价格调整后
的门票价格。随后，天下第一泉景区也公布降
价细则。

通告显示，泰山景区进山门票价格由原
来的115元调整为57元，未成年人、全日制
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优惠票“折上折”，仅
售28元，法定节假日除外。三孔景区门票价
格调整为 7 0元 /人次（含团队游客、学
生），不再出售孔庙、孔府、孔林景区单
票，尼山孔庙及书院景区门票价格调整为7
元/人次（含学生）。天下第一泉门票20
元，灵岩寺和千佛山在工作日实行2折优
惠，分别为8元和6元。优惠政策执行时间均
持续到今年12月31日24时。

“约等于不要钱！”“还不到一杯奶茶钱。”
“这样的降价多来点！”……“一山一水一圣
人”是我省旅游的金字招牌，此次门票降价引
起了广泛关注和网络热议，被称为“硬核降
价”。有业内人士用“又快又大”来形容此次山
东的景区门票优惠政策，在跨省游恢复的第
一时间采取了降价措施，如此大范围、大幅
度，这在山东当属首次。

不难看出，此次降价政策是在疫情大背
景下，我省为助推旅游业复苏，推行的比较直
接地推动市场恢复的一种手段。曲阜市文化
和旅游局局长刘爱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今年复工复产以后，三孔景区一直在进行
着半价优惠，直到上周才刚刚恢复原价。“这
是我们应对疫情的主动举措，现在三孔景区
客流量大约每天一万人，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的5成。”刘爱春说。

记者了解到，近两年我省景区一直在主
动寻求门票降价。去年3月份，泰山景区门票
价格从240元降至115元，门票3日内有效，并
将泰山、岱庙等7个景点门票进行改革整合，
泰山景区彩石溪、玉泉寺等5个景点免费开
放。

“景区门票降价，实际上是在降低阻碍旅
游消费的第一道门槛，以此启动和拉动旅游
全消费链的规模增长。”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
会长、山东大学旅游产业研究院院长王德刚
说。山东国信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张晓国表示，
在山东，打破门票经济的呼声已喊了多年，面
对集体降价的趋势，对于平时全消费链准备
比较充分的景区来说，影响不会太大，“可对
于很多还没有摆脱门票依赖的景区，肯定会
产生一定影响。特别在当下，防疫抗疫还是第
一位的，景区的限流、防疫措施依然严格，旅
游业虽在逐步恢复，却还远未达到往年的正
常情况”。

当前，暑期旅游高峰季叠加门票集体降
价的效应正在显现，不只是景区门票，机票、
住宿、餐饮等旅游相关行业都在进行优惠特
卖。7月29日下午，山东航空推出2999元套餐，
从8月4日起至12月31日，不限飞行次数，不限
工作日、周末，暑期和十一黄金周也包含在
内。

张晓国认为，借此机会，山东应加大景区
产品升级的力度，研发推出更多创新性的产
品，适应疫情背景下旅游行业更明显的小众
化、圈层化、小团体的发展趋势，并加大营销
推广力度，把有特色的、个性化的、专题性的
产品推广出去。

专家建议，相关部门应把重点转移到研
究市场需求上来，通过技术赋能等手段，为
游客提高更加精准更有想象力的服务，进而
把旅游业的发展融入到扩大内需的大布局，
使其服从和服务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接受记者采访的几家景区均表示，针对
门票价格优惠带来的景区客流增大等问题，
景区已做好准备，将继续严格落实防疫措施，
实行限流和门票预约制度，严格遵守景区游
客最大承载量的要求，做好体温测量和游客
疏导。

据记者了解，国有景区降价也引起暑期
旅游市场的连锁反应，各大OTA和旅行社开
始重新调整线路报价和优惠政策。而有些没
有在降价名单里的景区，也表示在酝酿并尽
快抛出更优惠的套票或产品。

通车一年，八车道济青高速带来了什么

□记者 赵君 代玲玲 报道
本报济南讯 日前召开的省十三届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受省政府委
托，省财政厅厅长刘兴云报告了我省2019
年财政决算和2020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
况。

2019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11922 . 67亿元，其中：当年收入6526 . 71
亿元，完成预算的100 . 3%，比上年增长
0 . 6%，剔除减税降费等因素后可比增长
14%；中央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补助收入
2953 . 93亿元，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债券收
入227 . 51亿元，上年结转等收入2214 . 52
亿 元 。 全 省 一 般 公 共 预 算 总 支 出
1 1 5 3 8 . 0 7 亿 元 ， 其 中 ： 当 年 支 出
10739 . 76亿元，完成预算的102 . 4%，增
长6 . 3%；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535 . 31
亿元，上解中央支出等263亿元。收支相
抵，结转下年支出384 . 6亿元。

财政收支总体比较平稳。全省一般公
共预算收入与经济发展走势和更大规模实
施减税降费政策效果相吻合。财政支出保
障有力，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切实盘活
财政存量资金，省级全年压减和收回各类
资金148亿元，全部用于弥补减收缺口和
保障重点支出，去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中
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占比达到79%。

减税降费政策全面落实。严格执行中
央减税降费“规定动作”，顶格推出减免
小规模纳税人“六税两费”等“授权动
作”，主动实施降低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
标准、高新技术企业差别化税收政策等
“自选动作”，全年新增减税降费1641亿
元，减轻了企业负担，激发了市场活力。

支持八大发展战略成效明显。全省各
级财政多渠道投入1605亿元，有力保障新
旧动能转换“1+5”财政政策体系落实落
地。省级整合落实407亿元乡村振兴重大
专项资金，带动市县统筹整合资金390亿
元，支持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积极
进展。省级统筹财政资金71 . 8亿元，集
中投向海洋强省建设“十大行动”重点领
域。全省发行新增政府专项债券1635亿
元，签约落地PPP项目539个，交通、能源、水利、港口等
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

□记者 赵小菊 报道
本报济南讯 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山东省打击市场

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渔获物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组织开展
为期一年的专项行动，严厉查处市场销售长江流域非法捕捞
渔获物行为，打击销售网络，斩断违法链条，维护长江流域生
态环境安全。

据了解，我省将加大对水产制品生产企业和加工小作坊
的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严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制度，不得
采购使用非法渔获物。同时，加大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
场、商场、超市、餐饮单位等市场主体的监督检查力度，督促严
格落实进货查验记录要求，不得采购、销售、加工制作无法提
供合法来源凭证的水产品。

同时，加强网络市场监管。加强对电商平台售卖“长江野
生鱼”“野生江鲜”等行为的监管监测，督促平台企业健全平台
治理规则，完善禁售商品服务名录和违禁词库，及时采取下架

（删除、屏蔽）信息、终止平台服务等必要处置措施。
在广告监管方面，凡属于依法禁止出售、购买、利用的野

生动物及制品，一律禁止发布广告；凡属于依法禁止使用的猎
捕工具，一律禁止发布广告。

对以“长江野生鱼”“野生江鲜”等为噱头欺骗、误导消费
者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对违法出售、购买、食用长江流域珍贵、
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对发布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虚假违法广告行为，对采购、加工、经营非法渔获物及水产
品违法行为，一经发现，依法从重处罚。

我省将严查“长江野生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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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济南普通高中

计划招生40674人
□记者 田可新 报道
本报济南7月29日讯 今天下午，济南市初中学业水平

考试成绩公布，济南市教育局对外发布了2020年全市高中阶
段学校招生工作的相关内容。记者了解到，2020年全市普通
高中学校招生计划共计40674人。

据悉，2020年济南市职业院校招生计划共计27145人。
其中，初中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计划共计8998人，包括“3
+4”高等师范教育和“3+4”高等职业教育本科计划246
人，五年制高等师范教育计划325人，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
计划2517人，“三二”连读高职计划5910人；中等职业学校
招生计划共计18147人，包含普通中专计划1912人，市属职
业中专招生指导计划9500人，市属技工院校招生指导计划
6735人。

□ 本 报 记 者 常 青
本报实习生 刘文倩

7月26日，雨中的八车道济青高速车来
车往，川流不息。一年前的今天，由山东高
速集团投资建设的济青高速完成四改八道路
拓宽，我省迈入八车道高速公路时代。如今
“新济青”服役已满一年，记者了解到，与
改扩建前相比，其拥堵状况已彻底缓解，通
行能力大幅增强，日均断面车流量达4万余
辆，通行量增长68 . 53%，交通事故同比下
降约26%。

“原来两个小时的车程，现在一个小时

就能到达。曾经堵车堵得一眼看不到头，现
在哼着小曲，行驶在这宽阔敞亮的八车道
上，真的很安心。”在济南东服务区，常年
自驾往返于济南和淄博的刘延杰，向记者讲
述了他的感受。

除了道路通行状况的改善，服务区的改
造提升同样有目共睹。在与八车道济青高速
同步投入使用的济南东服务区，记者看到从
交通组织到不同车型的停放均布局合理，无
混乱交叉影响安全情形。例如大货车停放区
位于服务区后方，司机从后部专门进入服务
设施，不会造成人员密集。

除顺畅、便捷外，新济青的安全指数增
长不少，这与拓宽车道后相对应的管控运营
密不可分。记者从山东高速股份有限公司了
解到，合理有效的限速标准和策略，健全的
紧急事件应急救援体系，是保障安全的基

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优选应用了发
光交通标志、旋转式防撞护栏、可导向防撞
垫等交通安全新设施，此外在后期运营中应
用BIM、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通过一体
化感知交通信息进行无缝处理与挖掘，提供
精细化、个性化出行信息服务，最终实现事
故发生数量显著下降。

在济南奔腾物流电商产业园，货车司机
王玉民刚从青岛驶回。他告诉记者，跑了十
几年济青高速，最近这一年再也没遇见过堵
车，5小时左右必达青岛。想起过去的拥
堵，王玉民还心有余悸：最极端的一次堵了
十几个小时，运的还是海鲜，一趟下来货物
全坏了，既赔钱又影响企业信誉。

记者了解到，四改八拓宽后，济青高速
的通行能力达到8万－10万辆，从原先的5级
服务水平一跃提升为2级服务水平，相较之

前极大节约了运输成本，提升了运输效率，
对沿线区域产业的集约化、特色化、精细化
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业内人士表示，新济青
一年来畅通沿海与内地县区，内陆地区与青
岛港连接更紧密。此外对于强化省会经济圈
与胶东经济圈的经济联系，推动相关区域优
势互补、错位发展、协作联动，增强整体竞
争力，具有积极的意义。

济青高速改扩建将绿色、智慧等理念贯
穿高速公路改扩建始终，为今后我省乃至全
国高速公路建设树立了样板。“济青改扩建
项目集成应用了一大批绿色科技技术成果，
这些成果都相对成熟，而且在应用过程中取
得了显著的成效。”省交通运输厅科教处处
长鲁杰说。记者采访获悉，如今不少在建高
速公路都在沿用新济青建设中应用的理念与
技术。

海洋产业重点项目一下签了22个
由省属企业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开发，合同总金额265亿元

□记者 付玉婷 报道
本报烟台7月29日讯 “耕海1号”海洋牧场

综合体平台正式投入运营半个月后，省属企业
海洋板块又有大动作：合同总金额达265亿元的
22个海洋产业重点项目今天在烟台集中签约。

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推介签约
的项目涉及海洋工程装备、基础设施建设、海洋
文化旅游、现代海洋渔业等多个领域，不少为首
创项目，由省属企业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开发。

借由本次签约，“耕海一号”海洋牧场综合
体也将在目前一期项目基础上探索推进现代金
融与海洋金融等的深度融合。实际上，“耕海一
号”本就是省属企业在海洋经济领域大胆创新、
探索的典型。“这是国内首次将渔业养殖、智慧
渔业、休闲渔业、科技研发、科普教育等功能集
成在同一平台，立足科技创新实现休闲渔业与
海洋旅游的联袂融合，部分系统是首次建造。”
山东海洋集团副总经理郭成俊在签约现场提
到。在此过程中，山东海洋集团与中集来福士共
同组建的设计研发团队联合高校、科研机构、设
备厂家等共同展开科研攻关，在可移动坐底式
结构、新材料网衣、智能化设备等方面取得多项
创新，并有意识地使设备、网衣等尽量采用国产
化，目前国产化率已达95%以上。

游客在“耕海1号”海洋牧场综合体平台
上垂钓。日前，“耕海1号”在烟台四十里湾
海域正式投入运营。“耕海1号”将智慧渔
业、休闲旅游、海洋科研、科普教育等功能集
成在同一平台。（□新华社发）

景区名称 景区A级 原门票价格(元)地区

天下第一泉 5A

济南

40

灵岩寺 4A 40

济南千佛山风景名胜区 4A 30

百脉泉公园 4A 50

崂山风景区 5A
青岛

140

小青岛公园 4A 5

蒲松龄纪念馆 4A

淄博

30

原山国家森林公园 4A 35

鲁山森林公园 4A 25

黄河口生态旅游区 5A东营 60

蓬莱阁旅游区 5A

烟台

100

九丈崖月牙湾 4A 56

望夫礁 4A 30

云门山 5A

潍坊

60

恐龙博物馆 4A 60

暴龙馆 4A 25

十笏园 4A 22

孔庙 孔府 孔林 5A

济宁

140

尼山孔庙 4A 35

孟庙孟府景区 4A 35

羊山古镇国际军事旅游度假区 4A 40

泰山景区 5A

泰安

115

莲花山景区 4A 70

徂徕山 4A 40

水浒影视城 4A 65

临沂市科技馆 4A 5

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 4A
德州

10

乐陵千年枣林游览区 4A 10

鹤伴山国家森林公园 4A滨州 20

临沂

部分降价国有景区名单

●根据相关通知要求，对9家5A级景区，除法定节假日外执行不低于5折票价优

惠；其余72家国有景区，工作日执行2折票价，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执行5折票价

●山东航空推出2999元套餐，从8月4日起至12月31日，不限飞行次数，不限工作

日、周末，暑期和十一黄金周也包含在内

山东“独角兽”已有8家

青岛6家企业入选

位列全国第七
□记者 白晓 报道
本报青岛讯 7月28日，长城战略咨询在天津发布新一期

中国独角兽企业榜单，山东省有8家独角兽企业入选，其中6家
来自青岛，2家来自济南。从青岛市来看，崂山区是独角兽的主
要集聚地，青岛6家独角兽企业中的5家位于该区域。

榜单显示，2019年中国共有218家独角兽企业，总估值
7964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30日又新增15家。这些独角兽企业
分布于28座城市，“北上深杭”仍为独角兽第一梯队城市，共有
独角兽166家，占独角兽总数的71%。青岛以6家独角兽企业位
列全国第七、北方城市第二，整体估值73 . 68亿美元，处于全
国新一线城市前列。青岛6家入选企业为日日顺物流、伟东云
教育、聚好看、能链集团、特来电和卡奥斯。

与去年的榜单相比，青岛新增3家独角兽企业，分别为
能链集团、特来电与卡奥斯；“毕业”1家独角兽企业，为
杰华生物（因为成立时间超过10年退出榜单）。

“青岛有6家独角兽企业，5家都在崂山区，这与崂山区
注重发挥大企业对创新创业带动与溢出作用、支持大企业赋
能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发展是分不开的。”长城战略咨询青岛
业务中心（青岛新经济发展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说，海尔、
海信两大企业生态圈对崂山孵化独角兽企业发挥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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