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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编号 地市 景区名称 票价

1 济南 波罗峪旅游渡假区 60

2 济南 涌泉竹林风景区 10

3 济南 长清莲台山度假村 30

4 济南 灵岩寺 60

5 济南 百里黄河风景区 5

6 济南 五峰山旅游区 40

7 济南 山东省科技馆 20

8 济南 蟠龙山森林公园 60

9 济南 凤凰岭生态旅游区 20

10 济南 四门塔风景区 30

11 淄博 618战备电台旧址风景区 40

12 淄博 马鞍山风景区 40

13 淄博 鲁山国家森林公园 50

14 淄博 樵岭前风景区--博山溶洞 55

15 淄博 王母池风景区 20

16 淄博 织女洞森林公园 70

17 泰安 腊山国家森林公园 50

18 泰安 牛山国家森林公园 25

19 泰安 昆山森林公园 50

20 泰安 徂徕山国家森林公园 50

21 泰安 神童山休闲旅游区 80

22 枣庄 熊耳山国家地质公园 60

23 枣庄 龟山省级地质公园 50

24 枣庄 抱犊崮国家森林公园 60

25 枣庄 冠世榴园风景区 60

26 潍坊 临朐沂山风景区 90

27 潍坊 寿光林海生态博览园 60

28 潍坊 山旺国家地质公园 30

编号 地市 景区名称 票价

29 潍坊 弥河文化旅游渡假区 40

30 潍坊 安丘五龙山森林公园 40

31 潍坊 马耳山森林公园 30

32 潍坊 石门坊风景区 50

33 威海 仙姑顶风景区 80

34 滨州 鹤伴山森林公园 30

35 滨州 无棣大觉寺 20

36 临沂 蒙山国家森林公园 80

37 临沂 孟良崮旅游景区 40

38 临沂 蒙山龟蒙景区 80

39 临沂 金伯利钻石矿景区 60

40 烟台 昆嵛山国家森林公园 40

41 烟台 东炮台景区 50

42 烟台 罗山国家森林公园 50

43 烟台 牙山国家森林公园 30

44 青岛 珠山国家森林公园 45

45 德州 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 60

46 德州 苏禄王御园 10

47 日照 五莲山森林公园 60

48 日照 九仙山森林公园 60

49 日照 五莲县大青山旅游风景区 40

50 济宁 峄山国家森林公园 60

51 济宁 泗水泉林泉群自然风景区 30

52 济宁 微山湖南阳古镇 60

53 莱芜 吕祖泉风景区 58

54 菏泽 郓城水浒好汉城 30

55 济南 商河温泉度假村 168

“2014年山东森林旅游年票”特惠发售

省省内内5555家家景景区区门门票票只只售售9966元元
“好消息！不到两元钱就

能游览森林公园啦！”呼吸一
冬天雾霾的你，是否正在考虑
全家一起去春游。别为景点门
票开支发愁啦，2014年“好客
山东·森林旅游”年票来了！一
册仅需96元，轻松玩转省内55
家景区。还在犹豫什么，赶快
带上家人到森林公园中去寻
找春天吧！

告别冬日的雾霾，在春天
到来时，是不是想带着家人外
出旅游，到森林中呼吸一下新
鲜空气，去寻找树木刚刚发出
的嫩芽，缓解一下视觉疲劳，

享受一下春风的爱抚……灵
岩寺旅游区、商河温泉基地、
王母池风景区、蒙山国家森林
公园，这些景区看起来不错
吧？地点有济南的、淄博的、泰
安的、枣庄的、潍坊的，还有沿
海周边的青岛、烟台、威海、日
照……这些地方令你眼馋了
吧？

不过，可能有市民在出游
前，会在心里拨起小算盘：这
门票价格，应不便宜吧？别担
心啦，它们都被收录在2014年
山东森林旅游年票里了。一册
在手，就可以轻松玩转省内55

家景区！
2014年“好客山东·森林

旅游”年票是全省著名景点的
门票总汇，每个景点一张，相
当于一张门票，共55张，2014
年全年有效。现在年票正在火
爆发售中。

作为全国第一册省级森
林旅游年票，年票精选了省内
森林公园、湿地公园、自然保
护区等各类自然生态景区55
家，其中，包括蒙山、鲁山等国
家级森林公园1 7家。内容丰
富，价格却相当实惠，总票价
2656元，年票价格只需96元。

折合下来，平均游览每个景区
不到两块钱。

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年票
使用更加方便了。年票采用一
证通电子检票管理系统，通过
验证码在网上激活，只需要刷
身份证就能进入景区。

为方便广大读者的购买，
本报编辑部提供购票服务。如
果你想购买或咨询，可以拨打
抢购电话0635-8277092，或到
兴华路与向阳路路口西北角，
古楼街道办事处二楼《齐鲁晚
报·今日聊城》编辑部咨询购
买。 (孟凡萧)

上百人民工团

近几年变少了
20日，在聊城火车站和汽

车站外，都有一些背着编织袋
的农民工准备出行，他们大都
独自或者三五成群早早地赶
到车站等车，目的地基本以北
京、天津、河北等地为主。

聊城是劳务输出大市，春
节后有许多农民工返城务工，
但记者在汽车总站和火车站
没有见到人数众多的民工团
体，见到的只是外出务工的小
型团体，最少的也就四五个
人。

聊城火车站工作人员介
绍，春运期间火车站很难见
到 大 型 的 民 工 团 体 集 体 出
行，人数稍多的也就在1 0多
人左右。“四五年前，每年都
要发送好几个三四百人的大
团。”该工作人员介绍，当年
这些乘客大都去往深圳、东
莞等地，最多时，一趟列车一
天发送四五个农民工团体，

人数达到2000余人。
聊城汽车站工作人员介

绍，几十人的务工人员对于公
路客运来说属于大型团体，几
年前这种团体经常遇到，可最
近两年大型的务工团体越来
越少了，虽然他们今年开通的
团体购票窗口，但5人即可组
团购票。

在家就业创业
赚得也不少

2 0日上午，记者在城区
的一家火车票代售点，遇到
了 正 在 买 去 往 北 京 火 车 票
的 刘 先 生 。“ 我 去 把 我 的 东
西收拾回来，今年不出去打
工了，在家干。”他说，七年
前 ，他 曾 经 跟 随“ 农 民 工 大
部 队 ”去 深 圳 打 工 ，后 来 还
去 过 广 州 、天 津 ，去 年 在 北
京待了一年。

“刚开始时那边赚钱多，
钱也耐花。现在不行了，除去
来回探亲路费和在那边的日
常花销，一年剩不下多少钱。”

刘先生说，他打算回家来养
鸡，“我一个亲戚办了一个养
鸡场，一年能挣七八万，比我
在外面挣的多得多。”刘先生
说。

在聊城汽车站，来自东阿
的农民工张先生说，他要去天
津打工，在建筑工地干活。“春
节前和朋友一起接的活，目前
还没有完工，等完工了就回来
干。”张先生说，现在聊城的房
地产发展迅速，在建工地越来
越多，活也很好找，工资也不
低，所以他打算回来在家门口
干活。

张先生说，他们村里有很
多人都选择了在家门口打工，
农忙的时候还能回家里干活，
最主要的就是家里的老人年
纪也大了，来回照顾老人也方
便得多。

与大城市相比

收入差距减小
记者了解到，四五年以

前，聊城每年都能往深圳、东

莞等地输送大量的农民工。随
着这几年聊城经济的逐渐发
展，本地企业以及外地企业的
分支机构增多，有些农民工在
县里、镇上、甚至自己的村里
都能就业。

“这两年，在聊城赚的钱
和去深圳等大城市赚的钱相
差越来越少。”曾经在深圳打
工的赵先生说，他原来和同村
邻居干建筑活，去年他们一块
回到了聊城，不为别的，就因
为在外面消费水平比聊城高
得多，但工资比在聊城干高不
了多少，再加上出去来回路
费、生活必需品消费等其它开
销后，这个差距小得几乎可以
抹平。所以他们回到老家成立
了一个建筑工队，一起包活
干。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收
入差距的大小直接影响农民
工是否出外打工，以及出外打
工的方向。现在新出去打工的
初次务工人员大都去往京津
地区，很少有人去广州、深圳
等地了。

家门口挣钱不比外地少，而且还能顾家

今今年年春春运运难难见见大大型型““民民工工团团””
今年春运期间，聊城汽车站和火车站很难见到大型的民工团体外出打工，而四五年

前上百人的外出务工团多的是。之所以大型民工团体越来越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去外
地打工和在本地工作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很多人选择了在家门口就业。

本报记者 张召旭

本报聊城2月20日讯(记者
张超 通讯员 陈延惠 马心强

程保军 ) 截至2月19日，两河
蓄水量达2400万立方米，为今春
抗旱春灌工作做好充分准备。

据了解，市河道管理处充分
利用徒骇河、马颊河9座拦河闸
(坝)拦蓄作用，加强水源调配，蓄
足备好抗旱水源。截至2月19日，
两河蓄水量达2400万立方米，确
保30万亩农田的春灌用水需要。

同时，相关部门加强河道工
程治理，去冬先后实施完成了徒
骇河陶桥、马颊河李奇2座拦河
闸维修加固工程，两河91座涵闸
的维修改造、4 3座涵管洞身疏
通、13条滩地段排水沟渠的开挖
任务；完成了徒骇河城区段扩挖
综合整治及马颊河冠堂公路至
郭官庙桥段河道整治工程，完成
了马颊河薛王刘闸门除锈喷锌
维护任务。春节前组织技术人员
对拦河闸(坝)、支流引排水涵闸
等建筑物进行了全面检查，确保
涵闸设施启闭灵活和水通渠畅。

今春抗旱春灌

已做好准备

白菜价机票频现

“错峰游”正当时

本报聊城2月20日讯(记者
窦晴) 随着元宵节情人节结束，
国内国际机票及旅游产品价格
均出现回落。来自淘宝旅行的数
据显示，机票价格大幅下跌，旅
游产品和春节相比也只有不到
一半的价格。比如北京飞大连票
价55元，广州飞曼谷只要88元。

记者在淘宝旅行页面上发
现，20日以后3折以下的机票屡见
不鲜，其中热门线路杭州-长沙40

元 ( 0 . 5折 )，厦门-南昌42元 ( 0 . 6

折)，南京-上海84元(0 . 9折)，广州
-海口85元(1 . 2折)，平均低至3折。
国际机票也出现了惊人的低价，
比如广州-曼谷88元，上海-香港
268元，海口-新加坡94元，成都-

普吉岛523元。数据显示，国际机
票从春节前一直都呈上涨趋势，
初七以后开始逐步回落，随着假
期的结束价格更是陡降，2月下旬
和3月上旬是出境游价格的最低
谷。

错峰出游近年来在旅游市
场逐渐升温，随着个性化旅游需
求的逐年增加，避开人潮、享受
低价的特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市民。

淘宝数据显示，国内方面，
三亚、香港、云南等热门旅游目
的地的旅游价格齐跳水。与此同
时，境外的主要目的地集中在东
南亚泰国和普吉岛、巴厘岛、马
尔代夫等海岛，以及日韩等国
家，比如马尔代夫6天4晚春节期
间的价格近两万，而节后猛降1 . 2

万元。
错峰出游在于很多年假比

较充裕的游客都希望躲避春节
出游高峰，享受高品质的出境游
服务，选择在2月下旬至3月下旬
出行，无论从品质上、时间上、价
格上均存在明显优势。

去东北赏雪也成为今年的新
时尚，深受《爸爸去哪儿》节目的影
响，前往亚布力雪乡成为大热门，
不少市民选择去东北耍耍。淘宝旅
行的数据显示，上海-沈阳机票100

元(0 . 7折)，北京-哈尔滨164元(1 . 7

折)，大量特价机票点燃了市民去
东北的热情。

除了国内赏雪线路，境外冰
雪游线路也纷纷亮相。借着冬奥
会，俄罗斯全景游、俄罗斯+北欧
四国游等线路也备受淘友的热
捧。淘宝旅行数据显示，今年1-2

月俄罗斯旅行产品的成交笔数
和去年11-12月相比，增长幅度超
过33%。有时间的市民，不妨趁着
雪还没化，赶紧出去耍一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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