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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013年以来，滨城区旅游
局牢牢把握黄河三角洲大开
发的历史机遇，在扎实推进重
点旅游项目建设、深入开展重
点节庆活动、大力推进乡村旅
游工作等方面做足文章。

2012年开工的杜家大院（杜
受田故居）二期布展工作，投资
6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杜受田
故居修缮，室内陈设复原，配套
设施建设三个方面。截至目前，
各个院落的基础建设、装饰及场
景恢复已完成，并于2013年10月
1日全面开放。三河湖生态文化
旅游度假区是滨城区委、区政府
重点打造的一项生态文化旅游
项目。规划总面积为27 .2平方公
里,建设以中华九州文化为主
线，将地域划分为“九州”建设格
局。包括水文化馆、三河湖水上
画廊、温泉度假区、主题公园、生
态高效农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等。其中温泉度假区详规已完成
并开工建设。同时，滨河公园、景
观大道等配套设施已完工，生态
文化广场即将启动。2013年，共
完成投资1300万元。

2013年以来，滨城区高度
重视乡村旅游工作，乡村旅游
成绩突出。梁才办事处、三河
湖镇先后被评为山东省旅游
强乡镇，中华第一冬枣园、绿
洲农业高科技示范园、梁才街

道禾家风尚黄河休闲观光采
摘园、市西街道现代农业创业
就业园先后被评为“山东省农
业旅游示范点”，获省级农业
旅游示范点荣誉称号，梁才办
事处张王、小高村为旅游特色
村，腾达·在水一方为全市首
家五星级农家乐，黄河风味园
为三星级农家乐。

乡村休闲游现雏形

截至目前，滨城区乡村旅游
业由点及面，逐渐发展壮大。尹
洪吉介绍，滨城区乡村休闲旅游
点已建成的有梁才街道的禾家
风尚黄河休闲观光采摘园、市西
街道的休闲小街、秦皇台乡的三
家观光休闲农业园；在建的乡村
旅游项目主要有三河湖的生态
文化旅游度假区和秦皇台乡的
黄河三角洲(滨州)国家农业科
技园；另外，滨城区拟建乡村旅
游项目主要是三河湖风景区内
的观光休闲娱乐区和秦皇台乡
的韩墩总干生态农业观光带。

据了解，禾家风尚黄河休
闲观光采摘园种植项目均采
用无公害、传统化方式进行，
蔬菜、果树，采用农家院落式
布局，是一个集休闲、娱乐、观
光、采摘、垂钓及家庭式饲养
于一体的特色农家生态采摘
园。市西街道的休闲小街“一
段黄河风情、一处小街险工、
一片天然氧吧、一方休闲胜

地”为主题，规划建设了休闲
餐饮区、私家菜地区、健身娱
乐区、花卉展示区、蔬菜种植
区、果品采摘区、特种养殖区、
村民居住区等八个功能分区，
开发特色项目，全力打造滨州
南部农业旅游观光胜地，建设
滨州市民假日旅游和近郊出
行好去处。截至2013年，秦皇
台乡依托国家级农业龙头企
业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园3个：
依托隆达生态农庄建立的“自
助菜园”，在朝阳农场以东，按
1分地大小分成若干小块建成
了“自助菜园”，租种者可以自
己耕种，体验劳动的乐趣；依
托绿洲现代农业科技园3300
亩的养殖水面，建成了以垂
钓、餐饮于一体的“垂钓园”，
顾客垂钓的“战利品”可以随
时拿到“乡村大锅台”美餐，真
正过把“渔夫瘾”；依托雁来红
高科技园，规划建设了“冬枣
绿色采摘园”，游人可以进入
枣园亲手采摘冬枣，尽享果农
丰收的乐趣。

明年全面做好规划编制

谈到2014年的工作计划
时，尹洪吉表示明年计划全面
做好滨城区乡村旅游规划的
编制工作。乡村旅游规划引领
着乡村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决
定着乡村旅游业的结构布局，
对提升乡村旅游发展质量具

有重要意义。发展乡村旅游，
规划是基础。目前，滨城区十
个乡镇办中编制乡村旅游规
划的有秦皇台乡。为进一步做
好乡村旅游规划编制,近日,滨
城区旅游局已经与浙江工商
大学旅游规划设计院有限公
司协商,邀请了专家组来滨城
区进行乡村旅游总体规划。

另外，大力推进旅游项目
建设也是2014年的重要任务。
滨城区旅游局将按照规划继续
推进三河湖温泉度假区建设；
全力推进秦台影视城建设，协
调解决施工过程中的问题；重
点扶持星光梦想城儿童职业体
验中心项目全面投入运营，将
其串联加入滨城一日游线路。

滨城区旅游局还将创新
思路，打造精品滨城旅游线
路。极策划设计沿黄采摘生态
观光旅游线(南线)、彩色秦台
体验休闲之旅(东线)、滨城人
文旅游线(北线)等系列精品旅
游线路。编制滨城一日游，两
日游精品线路，与周边县区对
接，包装“摘冬枣、游故居”一
日游和滨州、东营黄河入海口
两日游线路。针对自驾游需
求，积极推介社和周边省市需
要的自驾游旅游线路。

尹洪吉还指出，今后滨城
区旅游将实施“走出去”宣传
策略，加强宣传推介，提高滨
城旅游的知名度。

滨城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局长尹洪吉访谈

““东东西西南南北北中中””做做大大滨滨城城乡乡村村游游

“东西南北中,美景在滨城”，滨城区文化旅游新
闻出版局局长尹洪吉介绍这是滨城区未来计划呈
现的旅游格局，“2014年，我们要抢抓黄蓝两区建设
机遇，全力打造沿黄乡村农业生态观光旅游。”近年
来，滨城区旅游局充分利用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资
源，以黄河近郊生态观光农业和旅游景点为基础，
重点发展以休闲观光、果蔬采摘、种植体验、垂钓锻
炼、餐饮娱乐为主的城郊休闲观光农业，乡村旅游
产业有了较快发展。

文/片 本报记者 杨青 见习记者 赵红
滨城区文化旅游新闻出版局局长尹洪吉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我是宋迎霞，今年26岁，2009
年1月28日进入滨州康辉旅行社实
习。

刚到旅行社时，感觉有点迷
茫，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旅游也没
有具体概念。最开始旅行社的领导
让我背景点线路，当时觉得特别
难，领导提问的时候也很紧张，磕
磕巴巴的，接待客人的时候也是经
常不知所措。但渐渐地，在自己的
努力学习下，特别是同事的帮助
下，我对业务有了基本的了解，接
待客人也灵活起来，同事就建议我
带团锻炼一下。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带团，是去
蒙山，很短的一趟线路。因为没有
任何经验，自己心里压力很大。为
了把这个团带好，我提前准备了大
量蒙山的资料，背诵下来。可是第
二天出发时，因为紧张，在车上给
客人讲解时自己就背得很快，一会
儿功夫就说完了，气氛变得有点
僵。作为新人的我有点手足无措，
还好客人很友好，没有怪我。到达
目的地后，我先安排客人吃饭，大
家一起其乐融融，气氛很好，彼此
的距离也拉近了。当时心里也轻松
了不少，感觉一切都挺顺利。

但随后就迎来了问题，饭后团
队前往蒙山，我提前10分钟给地接
导游打电话，让他早点来接客人。
结果我们到达地点以后，他还没
到，等了大概有十分钟才到，客人
对此很不满，问我为什么不早点打
电话。当时我百口莫辩，是啊，我的
确应该再早一点打电话的。

晚上安排完住宿以后，终于能
休息了，跟我一个房间的客人见我
没带拖鞋，把自己的拖鞋给了我，
这让我很感动。第二天客人决定自
己找地方吃饭，可是海边只有海
鲜，客人见我不怎么吃，我便小声
告诉她：我不能吃海鲜，过敏。结果
客人单独为我点了两个菜，这让我
更加感动了。这短短的两天，我和
客人从相识到相知，短短的时间，
我们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客人把我当朋友相待，我也把客人
当作亲人。

通过这次带团，我学会了很
多，也学会了更好地为客人讲解，
明白了该如何更好地接待客人，怎
样与客人相处，我相信以后自己会
做的更好。（通讯员 毕培培 记
者 杨青 整理）

带团中收获的感动

滨州康辉旅行社导游宋迎霞。

导游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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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圈一带”战略给省城都市圈旅游带来新契机

济济南南百百脉脉泉泉率率先先来来滨滨州州““找找伴伴””
本报讯 (记者 杨青 )

当当前前，，山山东东省省““一一圈圈一一带带””工工
作作正正在在加加快快动动员员建建设设，，文文化化
旅旅 游游 是是 其其 中中 的的 重重 点点 工工 程程 之之
一一，，这这为为旅旅游游产产业业的的发发展展带带
来来了了新新机机遇遇。。位位于于济济南南章章丘丘
市市的的百百脉脉泉泉景景区区抢抢抓抓机机遇遇，，
跨跨地地市市寻寻找找合合作作伙伙伴伴，，打打造造
精精品品旅旅游游线线路路。。

据据了了解解，，百百脉脉泉泉景景区区位位于于山山
东东省省章章丘丘市市境境内内，，因因闻闻名名遐遐迩迩的的
百百脉脉泉泉而而得得名名，，是是全全球球优优秀秀生生态态
旅旅游游景景区区、、国国家家44AA级级旅旅游游景景区区、、
山山东东省省服服务务名名牌牌，，总总面面积积11330000
亩亩。。景景区区以以独独特特的的泉泉水水为为载载体体，，

以以深深厚厚的的文文化化为为底底蕴蕴，，彰彰显显鲜鲜明明
的的地地域域特特色色，，弘弘扬扬卓卓然然一一家家的的清清
照照文文化化，，形形成成了了泉泉水水景景观观、、生生态态
景景观观、、文文化化景景观观于于一一体体的的山山水水文文
化化园园林林。。

章章丘丘市市委委市市政政府府于于11998866年年
在在百百脉脉泉泉原原址址兴兴建建百百脉脉泉泉公公
园园，，相相继继完完成成了了清清照照园园、、龙龙泉泉
寺寺、、荷荷花花公公园园、、荷荷花花广广场场、、眼眼明明
泉泉公公园园工工程程，，兴兴建建了了清清照照词词园园，，
逐逐步步打打造造了了既既有有江江南南水水乡乡气气
质质，，又又具具北北方方泉泉城城特特色色的的百百脉脉
泉泉景景区区。。

千千百百年年来来，，浮浮珠珠涌涌翠翠、、透透泄泄
天天真真的的百百脉脉泉泉，，倾倾倒倒了了无无数数历历

史史名名人人，，元元好好问问、、蒲蒲松松龄龄、、李李开开
先先等等文文人人墨墨客客，，在在它它身身边边流流连连
忘忘返返，，酣酣吟吟唱唱咏咏，，留留下下了了许许多多佳佳
词词丽丽句句。。景景区区内内溪溪流流纵纵横横、、绿绿荫荫
匝匝地地、、花花木木婆婆娑娑，，亭亭台台楼楼阁阁映映水水
生生辉辉，，庭庭深深院院幽幽意意蕴蕴深深远远，，优优美美
的的自自然然风风光光宛宛若若一一轴轴巨巨幅幅画画卷卷
次次递递展展开开。。清清照照词词园园是是景景区区的的
核核心心景景点点，，依依据据李李清清照照诗诗词词意意
境境及及其其生生活活年年代代的的风风土土人人情情立立
意意，，借借助助““山山明明水水秀秀””的的自自然然风风
光光而而生生趣趣，，构构筑筑由由风风、、花花、、雪雪、、月月
四四大大主主题题组组成成的的泉泉水水园园林林景景
观观。。清清照照词词园园气气势势宏宏大大，，虽虽由由人人
作作，，宛宛自自天天开开，，步步移移景景异异，，处处处处

彰彰显显清清照照文文化化，，是是一一处处““园园在在水水
中中、、水水在在园园中中、、景景在在词词中中、、词词在在
景景中中””的的山山水水人人文文园园林林景景观观，，堪堪
称称中中国国第第一一词词园园，，是是中中国国古古典典
园园林林建建筑筑的的精精品品，，中中华华文文化化艺艺
术术的的瑰瑰宝宝。。

百百脉脉泉泉公公园园管管理理处处主主任任徐徐
超超表表示示，，““一一圈圈一一带带””战战略略给给景景
区区的的发发展展开开辟辟了了新新出出路路，，如如果果
滨滨州州景景区区有有意意与与百百脉脉泉泉景景区区联联
手手打打造造旅旅游游线线路路，，百百脉脉泉泉愿愿共共
同同商商议议如如何何市市场场化化运运作作，，打打造造
省省城城都都市市圈圈崭崭新新旅旅游游带带。。

有有意意合合作作的的景景区区请请联联系系本本
版版编编辑辑，，电电话话：：33221100002211

百百脉脉泉泉景景区区中中的的梅梅花花泉泉十十分分壮壮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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