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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山东省旅游
行业协会旅游景区分会和
汽车旅游分会在济南联合
召开年会。旅游景区分会和
汽车旅游分会的会长、副会
长和会员代表、有关合作单
位和媒体记者等近200人参
加了会议。各会员单位和有
关单位负责人聚集在一起,

总结交流工作经验，提高开
拓市场、加强合作、抵御风
险的能力，促进了旅游景区
和车友会的互动融合发展。

省旅游景区分会网站
山东旅游景区网正式上线，
并进行了网站推介。“山东
旅游电子支付平台”由省旅
游行业协会和中国银联山

东分公司联合开发，该平台
是一个全新的网络营销和
销售平台，可为游客提供安
全、便捷、优质、优惠的支付
环境，同时提升旅游景区的
现代化服务水平，提高旅游
服务效率，大幅提升我省旅
游信息化服务水平。

济南新实工艺商贸有
限公司还就旅游商品如何
与景区、自驾游的结合做了
推介。本次两个分会联合召
开年会，节约了会议费用，
会场布置简单、议程安排紧
凑简捷，为更好的落实“厉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
费”给会员单位带了个好
头。 (韩宁)

“清明时节天转暖，竹
影婆娑花争妍。”清明节期
间，竹泉村围绕“追寻民
俗——— 唤起往昔回忆”这一
主题，将北方民俗一一还
原，让游客们在开心游玩的
同时，唤起曾经的回忆，追
寻到最简单的快乐。

竹泉村流水潺潺，翠竹
青青，还有如清明上河图般
的茅草屋舍、古朴建筑，明
月竹间照，清泉石上流的美
景，是您踏青的好去处；在
竹泉村，广大游客还可以荡
秋千，玩跷跷板、坐滑梯、滚
铁环等一系列的民俗游戏，
定让您放松身心；期间，在

五福广场工作人员每天随
机向50名游客发放彩色鸡
蛋一只，分组进行鸡蛋互磕
比赛，并且大奖等您拿；还
有放风筝比赛，凤凰阁前的
广场上，5人一组，景区将对
放飞风筝最高的游客进行
奖励 (景区参观券1张 )；插
柳辟邪，如果您入住竹泉村
的生态小院，就会发现茅草
屋檐下插着新鲜的柳条枝
儿，这既是谓辟邪，更是对
您的挽留，何不随遇而安，
小住几日？清明假期期间，
凡购买竹泉村+红石寨景
区套票的游客可享受八折
优惠。

“践行低碳出行，共建
美丽中国—万人骑行新泰
莲花山大型公益活动”3月
30日盛大启动，济南、济宁、
临沂、枣庄、东营、潍坊、日
照、德州、淄博、泰安十个地
市大规模骑行团同时出发，
吸引了大批骑行爱好者以
及摄影达人参加。

据了解，当天各地正逢
阴雨，但并未影响参与者热
情，各地骑行游客一路跋
涉，坚持骑到莲花山。抵达

景区后，他们纷纷在环保签
名墙上签字留念，领取绿色
公民证，并免费在生态环保
林中种下树苗、领养绿地。
彩虹骑行俱乐部的杨先生
说：“骑行拉萨时，为美丽从
未放弃；现在骑行莲花山，
风光无限，一样不虚此行。”
参加骑行的游客还可通过
论坛、微博等发布骑行过程
和图片，将有机会争得新泰
莲花山生态形象大使、赢取
大奖。

针对清明小长假，结合
春意盎然的季节特色，“旅
游百事通”推出了“迎风飞
扬——— 春游记”系列产品。
省内近郊多以踏青赏花为
主题，带您玩转青山绿水
美景之中，其产品分为四
大体系：1、踏青赏花游：
九如山瀑布一日游，九顶
塔风情园一日游等；2、清
明狂欢游：方特欢乐世界
一日游；泉城海洋极地世
界一日游；吴桥杂技大世
界一日游；泰安太阳部落
一日游等；3、清明休闲

游：泰山温泉城一日游；
沂水大峡谷+荧光湖一日
游；画廊+彩虹谷+竹泉村
二日游等；4、时尚海滨游：
黄岛海滨公园+灵山弯+大
珠山杜鹃花会二日豪华游；
招远淘金小镇、南山、牟氏
庄园蓬莱二日游等。

另外，“旅游百事通”还
精心设计了多条2-3天的清
明节省外短线游产品，“旅
游百事通”更多精彩线路期
待您的惠顾，全市范围内80

余家“旅游百事通”营业部
就在您的身边！

省旅游行业协会景区分会

和汽车旅游分会年会召开

踏青赏民俗 相约竹泉村

万人骑行新泰莲花山

旅游百事通陪您玩转小长假

清明小长假就要到了，不
管是踏青、赏花，还是休闲、度
假，是不是想趁着假期彻底放
松一次呢？为了迎接清明假
期，金象山乐园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许多想去金象山的
朋友早早地就参加了官网抢
票活动，网上订票、电话订票
一度火爆。

金象山乐园为广大游客
精心准备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金象山乐园将于清明假期特
别举办蹴鞠接力赛、蹴鞠对抗
赛等富有挑战性的比赛项目，
为广大游客提供近距离接触
蹴鞠的惊喜体验；射水球比赛
更是欢乐异常，一个个注过水
的气球如彩弹般，被挂在摇曳
风中的柳枝上，五彩缤纷、斑
斓可爱；清明假期，你还可以
在金象山乐园涂鸦墙上肆意
挥洒宣泄；或者拾起沙包、举

起水枪，朝着这座“压力大山”
疯狂开炮，让所有压力通通在
金象山释放，卸掉包袱轻装上
阵！

小朋友们不要失望，你们
最喜欢的金象山卡通大明星
们也来金象山乐园游行、跳
舞、做游戏，陪你们欢度这个
假期。维尼熊、功夫熊猫、愤怒
的小鸟，还有最可爱的金金、
香香和大山……和你一起做

游戏！千万不要忘记欢乐谷的
电动大军，这里热闹异常，惊
险刺激的电动让你尖叫不断，
惊喜连连；雨林谷的霓虹明媚
惊艳，逍遥谷的茗茶竹林静谧
幽美、4D大片等你来体验，不
可错过的还有水上乐园，碰碰
船摇曳生姿、童趣天然；CS野
战基地也已全副武装、严阵以
待……金象山乐园六大主题
园区全面升级，快来体验吧！

踏青狂欢游 就来金象山

春游踏青 主题乐园“乐翻天”

假期来临，记者
昨天从市区各大旅
行社了解到，中短途
的“亲子团”迎来出
游高峰，市区周边的
主题乐园颇受青睐。
对此，主题乐园已经
做 好 准 备 ，街 头 巡
演、狂欢大游行、玩
偶大咖秀等丰富多
彩的游园项目层出
不穷。还等什么？带
着孩子和家人一起
来嗨吧，在欢声笑语
里过一个愉快的假
期。

娟

金金象象山山乐乐园园

金象山是济南市民春游踏青的好
去处，六大主题园区全面升级，打算
全家总动员的市民可要做好准备哦。
玩蹴鞠、耍弓箭——— 金象山蹴鞠射箭
大赛拉开帷幕，玩偶总动员让孩子们
和卡通玩偶来个亲密接触。“减压大
作战”是个放松身心的项目，平时生活
工作和学习中的压力都可以在这里得
以释放。当然，最受欢迎的当属迪斯科
大转盘了，在转盘上站也不是、坐也不
是，大家被颠簸得横七竖八，任由转盘

“翻来覆去”。尽管如此，不论是年轻
人、还是孩子，不管被转得多晕、摔得
多“惨”，他们依然手牵手、肩并肩，争
相投身到这场特殊的“音乐舞会”中，
乐享转盘带来的动感与疯狂。天使捣
蛋团也疯狂来袭，插上梦想的翅膀，大
小朋友们一起来“捣蛋”吧。

太太阳阳部部落落景景区区

置身远古神话传说场景，亲身体
验古人刀耕火种的生活，女娲补天、
后羿射日、盘古开天地……那些曾经
耳熟能详的神话传说在现代科技手段

的辅助下在这里变成现实，远古时代
的宏大场景和历史瞬间在这里全面演
绎，这里就是中国首家体验史前文明
的特大型主题公园泰安太阳部落景
区。全国首家展现史前文明的特大型
主题公园——— 泰安太阳部落景区将于
本周三正式开门纳客，一座将史前文
化和现代游乐巧妙地融为一体的文化
景区将揭开神秘面纱。不同于传统景
区大门仅仅用来检票和提供通道服
务，太阳部落申报的“中国游乐协会
项目创新奖”时光隧道项目，运用现
代高科技手段，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
换，让游客穿越到5000年前，走进洪
荒时代开启穿越之旅。

泰泰安安方方特特欢欢乐乐世世界界

作为第四代大型高科技科幻主题
公园的泰安方特欢乐世界，游客可在
亦真亦幻的体验项目中，感受现代科
技与历史文化结合的独特魅力。17个
主题园区项目精彩纷呈，游客可别忘
了在入园时领一张地图，这是前往奇
幻方特世界的金钥匙，带上它打开方
特大门，即可体验前所未有的精彩刺
激。飞跃极限是一次实现自由飞翔的
体验，从遥远古代的飞天之梦，到近代

航天先驱的生死探索，从风筝、气球寄
托着人类飞天的希望，到飞艇、飞机把
人们带入蓝天，飞越极限将圆你一个
翱翔的梦想。玩得累了，可以到西部餐
厅享用丰盛的午餐，美国西部小镇风
情的装饰风格，中西结合的健康搭配
方式，超值套餐、各式蔬果沙拉、随意
搭配一款靓汤，在这美丽的西部驿站
收获一份快乐、留下一份惬意。

富富华华游游乐乐园园

作为老牌主题游乐园，富华游乐
园全新项目魔术自行车将闪亮登场。
极限运动酷玩季，玩的就是心跳。跑
酷、攀爬自行车、魔术自行车将速度
和激情完美结合，带给游人青春正能
量和时尚新元素。据了解，富华最新
引进的魔术自行车由意大利知名游乐
设备制造商设计制造，集娱乐性、参
与性和互动性于一体，越蹬越高、越
踩越快，畅享激情，分享快乐。色彩
绚丽的花车、充满欧洲风情的舞蹈方
队将在假期游园巡演，憨态可掬的卡
通方队、滑稽搞笑的弹跳小丑、风靡
全球的骑马舞等节目邀您一起加入童
话的王国。

（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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