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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期

全省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会在滨州召开

完完善善服服务务设设施施 营营造造良良好好营营商商环环境境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杨青) 10月22日-23日，全省
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会在
东营、滨州召开，副省长季缃
绮、省旅游局局长于冲出席
会议并对重点旅游项目建设
提出了重要意见，强调加快
旅游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营
造良好营商环境。

会上，副省长季缃绮指
出，就当前旅游发展形势而
言，我省旅游正处于有大到
强的关键期，各地在发展旅
游过程中要把握重大机遇，
科学制定旅游发展规划，坚
持建管并重，加快旅游公共
服务设施建设，落实优惠政
策，努力营造宽松和谐的营
商环境。季缃绮强调，建设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和集散中心
等设施，是《旅游法》赋予政
府的一项法定职责，全省设
区的市至少要设立3-5处旅
游咨询服务中心，两年内所
有地市力争建成旅游集散中
心。另外，介于今年“十一”黄
金周期间，对景区投诉占总
受 理 投 诉 比 例 上 升 到
50 . 82%，要加快旅游公共信
息服务体系建设。要落实优

惠政策，对于旅游地产项目
建设发展应该根据不同的情
况给予不同的土地指标供应
优惠政策，相关政府部门应
该按照规定给予一定的支持
和配合，努力培育亲商护商
的宽松环境。

于冲局长在回顾2008年
至2012年工作时，总结出全省
重点旅游项目建设呈现出旅
游投资以年均35 . 9%的速度

持续增长，台儿庄古城、青岛
海泉湾等大项目不断涌现，有
力促进旅游收入的增长等特
点。同时，也存在东中西部发
展不均衡，旅游投资主体较单
一，缺少企业投资等问题。为
此，于冲提出，要加快推进省
会城市圈旅游同城化进程，加
快推进大区域“仙境海岸”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打造儒家文
化、水浒文化、运河文化等文

化旅游项目品牌建设；建设高
效的旅游度假区管理体制，今
年春节前，所有省级旅游度假
区都要建立起独立、高效的管
理委员会，行使对度假区行政
和开发建设的管理职能；要积
极培育旅游大企业；强化市场
营销理念，逐年加大对旅游形
象宣传营销投入。通过上述措
施，促进全省重点旅游项目建
设健康快速发展。

旅游快讯

近日，沾化腾达时代酒店被山东省旅游
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评定五星级旅游餐馆。

腾达时代酒店作为该县一家高档餐饮
企业，一直以来，以服务群众生活、引导消费
时尚、宏扬饮食文化为己任，学习国内先进
的管理经验，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把全
新的经营理念融入企业的管理、服务之中。

这次腾达时代酒店荣获滨州市首家
“五星级旅游餐馆”称号，不仅填补了滨州
市五星级旅游餐馆空白，也提升了该县旅
游接待的档次，为改善旅游消费环境做出
了积极贡献。

(通讯员 黄营营 记者 杨青)

全市首家五星级旅游餐馆诞生

沾化腾达时代酒店获殊荣

在旅行社工作，接触着社会各行各业、
形形色色的人群，尤其是像我从事的这种
接待工作，每天遇到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而
这些不同的人也给了我不同的生活体会。

前段时间，我们旅行社接待了一个来
替父母咨询旅游线路的孝顺女儿，她仔细
问了新马泰、海南、云南很多线路之后，感
觉新马泰的行程比较好，并且那边的温度
很适合老人，所以就订下了去新马泰的线
路。为了让自己的爸妈放心的出去玩，不要
心疼钱，她还专门找人把旅游的事情做成
了奖券的形式，给自己的爸妈看，并且让我
们帮忙给她妈妈打了个电话，骗老俩口说
他们的女儿是真的中奖了。这位女士再三
嘱咐我们不要给她说穿帮了，不然家里人
又心疼钱，不愿意出去玩，或者知道了，就
算出去玩，心里也不舒服。

女士的做法让同事们都深受感动，我
也不禁想到了自己。自己还是在旅行社工
作的，可是已经工作三年了，一次也没带着
自己的爸妈出去玩过。公司有什么亲友价，
因为家里人心疼钱，再加上平常没有时间，
所以总是有心无力，带着家人出去玩的事
也就不了了之了。但是看到这位女士为家
里人所做的，一边感动着一边又深深地愧
疚着：自己整天在外地，也没有在父母身边
尽尽孝心……

不过我也明白自己既然身在这个行
业，就应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客人放心地让自己的父母子女跟
着我们走团，我们就应该做得更好，这样他
们才能更放心。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们旅
行社张总经常说的那句话“做中国最负责
任的旅游企业，怎么样才能做到呢？就是要
让客人更多的感受到康辉让他们放心。”

(通讯员 毕培培 记者 杨青)

导游故事

感动

都说世上没有最轻松松的的职职业，只有最
乐于体尝的心。在在导导游的队伍里，也许你和
她都看到了相似的风景，但却捕捉了不同
的故事。在你收藏的万千山水里，谁是最动
人的过客？我们为您铺开宣纸，请您留下真
情一笔。

滨州康辉旅行社导游张庆燕。

乡村旅游成效明显 锲而不舍提档升级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杨青) 在23日下午召开的全
省重点旅游项目现场会上，季
缃绮副省长和省旅游局于冲
局长都强调了乡村旅游项目
的重要性，提出要搞好提档升
级，围绕满足大众休闲旅游，
加快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副省长季缃绮指出，全

省乡村旅游会议以来，乡村
旅游取得明显成效，已成为
群众消费的新亮点、农村产
业结构调整新的增长点。今
年“十一”黄金周，全省乡村
旅游游客达到1902万人次，
约占游客总量的45%，同比增
长26 . 6%，旅游收入87 . 6亿
元 ，约 占 旅 游 收 入 总 量 的

28%，同比增长46 . 2%。事实
证明，乡村旅游一抓就灵、一
抓就有效，所以一定要锲而
不舍的抓下去，确保到2017
年全省乡村旅游总收入达到
2250亿的目标。

为此，季缃绮指出，要坚
持典型引导，努力实现2017
年全省培育形成400个旅游

强镇2000个旅游特色村的目
标；把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建
设纳入城乡基础设施建设，
优先建设水、电、气、暖、污水
处理等基础设施；重点搞好

“改厨改厕”确保明年“五一”
旅游旺季到来之前完成任
务；扩大乡村旅游规模的同
时，打造文化品牌。

相关链接

滨滨州州旅旅游游转转型型升升级级凸凸显显乡乡村村主主题题
本报10月23日讯(记者

杨青) 23日，记者在全省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会上了
解到，2013年，滨州全市共确
定旅游重点项目30个，总投
资610亿元，截至目前共完成
本年度投资37 . 8亿元，已提
前超额完成年初既定的项目
投资任务。

据了解，全省第五次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会召开
以来，滨州市坚持项目带动

战略，以发展城市旅游、乡村
旅游为重点，适时启动一批
带动滨州旅游发展的大项
目、好项目。目前旅游项目建
设呈现出旅游投资持续增
长，“乡村”主题凸显，绿洲文
化旅游产业园、秦皇河旅游
区等部分旅游项目已见收
益，贝壳堤岛与湿地生态旅
游区、大高航空城项目进展
顺利等特点。

《旅游法》出台后，滨州

市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筹建中的两处高标准游
客集散中心年内开工一处；
完善旅游交通条件，计划开
通各县区至周边景区景点的
旅游环线、专线；严格旅游
设施标准，目前已完成对旅
游 标 志 系 统 、游 客 服 务 中
心、休息设施、旅游卫生设
施等项目的普查，确定了建
设任务。

另外，滨州市积极发展

乡村旅游，确立“一核驱动、
两带支撑、双圈辐射、三级延
伸”的乡村旅游发展总体框
架，目前部分县区已与规划
编制单位完成对接。另外，注
重典型引导，目前正以乡镇
为重点区域规划建设一批精
品乡村旅游项目，集中打造

“黄河人家”、“北海渔家”等
乡村旅游品牌。初步计划利
用2-3年，在全市建成1000个
乡村旅游示范点。

10月23日下午，全省重点旅游项目建设现场会在滨州大饭店召开。

本报讯 9月28日，本报
小记者入学考试第一批学员
顺利完成测试，共有48名小
记者通过考试。第二批小记
者入学考试将于10月27日，
上午9点，在睛点教育举行，
想要报名的小记者们赶紧行
动起来吧。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到现
在已经快两岁了,在这近两年
的时间里,我们一起培训,一起
参观武警部队,一起去济南体
验星期八小镇,一起为特殊学

校的孩子义卖报纸,一起做月
饼……小记者和大记者一起
成长,在这里认识朋友、增长
见识、锻炼能力、慢慢长大。

为规范小记者选拨流程,
提升小记者队伍整体素质,为
在册小记者提供更多社会实
践机会 ,强化小记者管理团
队，本报拟对所有小记者施
行资格认证管理。9月28日已
完成对第一批小记者的集中
培训，10月27日将对报名的
第二批小记者进行集中培

训，随后参加本报统一组织
的资格考试,合格者将取得资
格认证,成为本报小记者，并
凭成绩到报社领取相关证件,
注册资料完成档案。

所有想加入齐鲁晚报小
记者学校的中小学生，请于10
月27日上午9点，在黄河三路渤
海九路向西200米睛点教育集
合。另外,老成员此次培训考试
一并参与，考试合格者会以短
信形式通知来本报社办理小
记者证(有效期为一年，并赠送

全年齐鲁晚报一份)，领取统一
服装。成绩不合格者,将暂停小
记者资格,组织补考。

报 名 电 话 : 3 2 1 0 0 0 7
3262626 18754398998

报名地点:黄河十路渤海
九路锦城大厦8楼教育工作
室

培训考试时间:10月27日
上午9点

培训地点:黄河三路渤海
九路向西200米睛点教育(老
北中斜对面)

第第第第二二二二批批批批小小小小记记记记者者者者入入入入学学学学考考考考试试试试要要要要开开开开始始始始了了了了

CC0088


	U0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