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项文旅活动

助力省旅游发展大会
8月29日，“万人助力山东旅游发展大会暨百团泰安行泰山西湖

启动仪式”在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泰山西湖景区举行。
活动由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泰安市人民政府主办，泰安市文化

和旅游局等具体承办，组织了16市自驾协会等组成的150余辆自驾车
车队，自泰山西湖出发，游览泰安美景、品尝泰安美食。

本次活动通过组织自驾游的方式，为即将召开的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助力暖场、营造氛围，也是推动济南—泰安省会经济圈一体化发
展的有力举措。据了解，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将围绕济泰一体化发
展，为省会人民游泰安设计更多的精品自驾线路及旅游产品。

为进一步推动文旅融合，助力省旅游发展大会，泰安市还将在全
市开展“一十百千万”文旅嘉年华活动，届时将举办非遗展演展示、
“好客山东·百团山东行”、2020中国泰安（泰山）平安文化旅游商
品大赛、红色教育实践等活动。

2020泰山文化艺术节启动

9月12日，“百艺群芳 文旅崇光”2020泰山文化艺术节在泰安
市文化艺术中心广场启动。

活动由泰安市委宣传部、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突出“开门
办节、为民办节”，组织开展一系列文化艺术活动，集中打造泰安市
文化艺术节庆品牌。

活动坚持全市联动、文旅融合，分九大板块、两个阶段进行，9月12
日至13日举办启动仪式和集中展演展示活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分别到
新泰市、肥城市、宁阳县、东平县及各功能区开展巡回展演活动。其中，
部分活动将作为保留项目，利用周末在市文化艺术中心持续举办。

活动期间，将组织开展泰安地方特色系列文艺演出、文旅嘉年
华、摄影大集、旅游和文创大集、图书大集、非遗大集、公益电影进
社区等活动，擦亮“乐山乐水乐观泰山区”“泰山观光·岱岳休闲”
“心安之处是新泰”“君子之邑·大美肥城”“趣宁阳·鸣天下”“水
浒之旅·水韵东平”“登中华泰山 祈国泰民安”“心动徂汶”“魅
力高新”等各县市区以及功能分区文旅品牌。

(本版撰文：徐晓华 桑运昌 摄影：刘水)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泰
山坐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誉
为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中华民族精神
的象征。近年来，泰安市紧紧抓住区域
协调发展战略机遇和有利契机，把弘扬
传承泰山文化列入经济与社会发展“十
三五”规划，写入了省、市党代会报告
及《政府工作报告》，坚持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做好保护与传承两篇
文章，着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让文物活着是最好的保护，我们
坚守保护的底线，结合泰山文化进行传
承，对文物进行‘活用’。”泰安市文
化和旅游局局长苏雪峰表示。

目前，泰安全市有国保单位15处、
省级77处、市级144处、县级215处，不
可移动文物2422处，博物馆39家，国有
文物收藏单位收藏文物17万件，30家非
国有博物馆藏品登记14 . 9万件(套)。于
2019年被确定为全省唯一的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规划试点调查市，共登记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171处、可移动革命文物760
件(套)。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树立标志
碑、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聘
请看护员、建立档案资料，并编辑出版
《泰安馆藏文物精品集》。

今年7月公布的全国第二批革命文物保
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中，岱岳区、肥城市、

宁阳县、东平县被列入冀鲁豫片区分县名
单，新泰市被列入山东片区分县名单。

同时，泰安市积极推动大运河、齐
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加强泰山文化
的保护传承利用。《泰山文化生态保护
实验区总体规划》顺利通过省级专家评
审论证，为推动申报国家级文化生态保
护实验区打下坚实基础。科学定位、精
心规划，依托大汶口文化，有序推进大汶
口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留住文化基因。

目前，泰安市列入四级非遗保护名
录的项目国家级11个、省级42个、市级
425个、县级534个。为推进非遗保护传
承发展，泰安市召开国家级非遗项目和

代表性传承人座谈会，研究制定了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认定及
管理办法等制度。在肥城乡村旅游重点
村五埠村设立非遗工坊，推动非遗进乡
村，走近群众身边。

①天下第一山
②旭日东升
③泰山文化艺术节现场
④泰山挑山工
⑤在希望的田野上———

大汶口向日葵花田
⑥泰安老街夜景
⑦泰山皮影的魅力
⑧大汶口民宿

泰安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文化
旅游作为支柱产业来培育，充分发挥泰
山龙头带动作用，拉长文旅产业链条，
培植特色鲜明、充满活力的文旅产业集
群，逐步形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019年，泰安市交了一张优质的文
旅答卷，全年接待国内游客8472 . 64万人
次，增长12 . 2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905 . 02亿元，增长14 . 56%。2020年上半年
全市共接待游客1367 . 65万人次，实现国
内旅游收入134 . 04亿元。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谋划“十四五”、为未来5年泰安市
文化旅游业发展打基础的重要一年。泰
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卫国在谈
及文旅产品打造时说：“游客对文化旅
游产品的需求是多元化的，为满足游客
的消费需求，我们以市场为导向，顺应
新形势下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新要求，
积极丰富产品供给，拉长产业链，持续
引导游客释放消费需求。”

泰安市精准站位、高点定位，文旅
空间布局不断优化，全市4个功能区中，
泰山景区、泰安旅游经济开发区、徂汶
景区3个功能区都是以发展文化旅游业为

主，“管委会+公司”的旅游管理体制
改革成效明显。积极融入省会经济圈，
加强区域协同合作。6月18日召开的中华
文化枢轴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探讨了
“山水圣人”中华文化枢轴文旅先行、
协同发展的路径。7月17日，包括泰安在
内的沿黄9市成立黄河流域城市文化旅游
联盟，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在近日签订的《济南市人民政府
泰安市人民政府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
议》中，确立了济泰一体化“633”工
程，将文化旅游产业作为“三大产业对
接”的重点。同时，在今年登山节期间
还举办了省会经济圈文旅协作暨第四届
全域旅游采购商云端峰会。

泰安市加快优质文旅项目建设步
伐，围绕打造文化旅游发展“升级
版”，加快推进泰山新闻出版小镇、泰
山金谷、泰山佑国际生态旅游度假区、
演艺秀都等一批重大文旅项目建设，与
五岳独尊泰山一起，共同打造中国山岳
旅游第一名片。持续实施旅游服务质量
提升“四大工程”，推动旅游交通组织
换乘、旅游厕所、旅游停车场、特色小
吃街的改造建设，从细节上改善提升旅

游环境。
目前，泰安市夜间经济发展呈现出

遍地开花态势，泰山西湖、泰安老街、
泰山云集、泰山三里屯成为特色街区以
及网红景点。泰安老街先后举办了“寻
味老街·山东人游泰安”活动和第三届泰
山美食节，泰山三里屯举办的“泰有引
力·惠吃惠玩惠生活”活动，进一步丰富了
游客市民夜生活，延长了文旅产业链条。

为适应游客“互联网+旅游服务”
的需求，泰安市将“慧游泰山”泰安智
慧文旅官方平台作为重点建设项目之
一。通过“慧游泰山”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或手机官网，游客可以预订泰安市
的门票、美食以及酒店民宿，还可以使
用智慧停车、景区导览、一键救援等服
务，真正体验“一部手机在手，畅游泰
安无忧”的便利。

此外，泰安市通过做好“旅游+”
“+旅游”文章，打造多样性的文旅融
合产品。创新开展“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活动，打造五埠岭非遗工坊示范基
地，推动非遗进景区、进乡村，做好
“非遗+旅游”。举办首届泰山云上庙
会、新泰市百合文化节、肥城金秋品桃

节、宁阳蟋蟀世界杯等节庆和特色主题
活动，做好“节庆+旅游”文章。

自1987年举办第一届以来，泰山国
际登山节已经走过34年历程。第三十四
届泰山国际登山节暨2020中国泰安投资
合作洽谈会于9月6日至12日在泰安举
办，共安排开幕式和经贸、文旅、科
技、体育四大板块、20项主题活动，全
力把登山节办出声势、办出成效、办出
影响。

通过不断培育新增长点，泰安市乡
村文化振兴和乡村旅游展现出新的活
力。肥城五埠村、岱岳区东西门村成功
入选第二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名村，全
市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名村总数达到3
个，省级旅游强乡镇39个，省级旅游特
色村82个。还有以桃文化等为主题的乡
村旅游集聚片区，大汶口古镇、水浒影
视小镇等特色小镇，良心谷、百合庄
园、茶溪谷等田园综合体，大汶口乡
奢、麓垚、铂思、曳尾园等精品民宿，
可以满足游客多元化需求。目前已有9个
项目入选全省第一批乡村振兴重大项目
库，岱岳区九女峰景区获中国文旅融合示
范奖，九女峰书房等成为网红打卡地。

“节目很精彩，非常喜欢这样的文
艺演出，希望以后多多举办，丰富泰城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9月12日晚，市民
王女士正在观看“百艺群芳 文旅崇
光”2020泰山文化艺术节山东梆子戏曲
《两狼山上》展演，现场近千名市民群
众共享文化惠民盛宴。

举办文化艺术节是泰安市主动顺应
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新需求、新期待
的一项具体举措。为进一步提升人民群
众文化获得感和幸福感，泰安市把2020
年确定为“文化生活满意度提升攻坚
年”。扎实推进文化惠民“五抓”攻坚
行动，发动党员干部下沉基层当好基层
文化工作的“指导员”“服务员”“联
络员”和“宣传员”，建立健全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长效机制。
抓队伍，变“无人干”为“一对

一”。把全市90个乡镇文化站长、3739
个村级文化管理员和所有证照齐全的庄
户剧团，统统纳入文化大数据管理平
台，市、县文旅部门全员“一对一”联
系90个乡镇街道文化站，形成齐抓共管
的总体格局。

抓 管 理 ， 着 力 解 决 奖 惩 “ 不 到
位”。由泰安市文化和旅游局班子成员
带队，深入县市区、乡镇街道以及村社
区实地调研，摸清底数。根据调研情
况，研究制订措施和实施方案，开发建
设“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度”大数据
管理平台，奖优树先，激励担当。

抓活动，文旅活动遍地开花。目

前，泰山区金秋艺术节、岱岳区文化惠
民系列活动、新泰市送戏下乡示范性演
出、肥城市消夏文艺演出、宁阳县四级
惠民大舞台、东平县“百姓大舞台·我是
大明星”等主题文化活动已全面展开。
各级组织文化活动3458场次，累计购买
公益电影放映场次3 . 9万场。

抓阵地，向“低效能”说再见。进
一步完善各类文化基础设施，对全市文
化站、文体小广场进行改造提升。建立
健全以市级图书馆、文化馆为中心馆，
县级图书馆、文化馆为总馆，乡镇(街
道)文化站为分馆，村(社区)综合性文化
服务中心为服务点的总分馆体系。

抓宣传，立体化传播效果好。采取
“三段”工作法。活动前，利用宣传

车、公开栏、广播、条幅、宣传单等方
式，向群众开展预告宣传；活动中，
广泛组织发动群众参与，实时发布活
动现场实况；活动后，充分发挥各级
融媒体平台导向作用，建立起媒体宣
传矩阵。

另外，第四届泰安文旅惠民消费季
启动。300万元住宿、景区消费券，100
万元引导金分别在“春暖花开·畅享泰
安”促进消费活动以及“第三届泰山美
食节”活动上发放。在扎实做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的前提下，一系列文化和旅游
惠民消费工作的开展，提升了泰安群众
文化生活的满意度，激发了文化和旅游
消费热情和潜力。今年以来，泰安市已
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1140万元。

泰泰安安：：打打造造人人民民群群众众满满意意的的文文旅旅新新高高地地

丰富供给拉长链条 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潜力

根植泰山文化 做好保护与传承文章

文化旅游是泰安的特色所在、优势所在、潜力所在。近年来，泰安
市以“五抓”强攻坚，以“四员”聚合力，不断提升群众文化生活满意
度。围绕“打造文旅产业升级版”目标，将文化和旅游产业作为助推高
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以文促旅、以旅彰文，不断丰富文旅业态和产品
供给，拉长文旅产业链条。以泰山文化为核心弘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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