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
会（简称菜博会），自2000年以来，已
成功举办了十四届，在国内外农业
及相关产业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共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市
区2000多万人次参展参会，实现各
类贸易额1599亿元。

由商务部批复、国务院备案、继
续由农业部、商务部、科技部等十二
部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第十五届菜博会，将于2014年4月20

日—5月30日拉开帷幕，再次向游客
展现靓丽的风采。5A级专业展会、
4A级旅游景区，神奇的蔬菜景观，
火爆的商贸交流期待您的光临。

第十五届菜博会总面积45万平方
米，其中室内15 . 6万平方米，共十二个
展馆(厅)，分为蔬菜种苗及农资展销
区、农产品展销区、农业科技展区、蔬
菜新研发品种展区、蔬菜前沿栽培技
术展区，以及蔬菜园艺厅、蔬菜文化
景观厅、采摘园、蔬菜博物馆等。

展会期间台湾农产品精品展，
农机装备展，优秀企业精品展，房产
展示交易会，首届中国（寿光）农村
青年致富带头人农产品展销会等五
大展事齐聚菜博会。现代农业专题
论坛，海峡两岸休闲观光论坛，中国
农业电视论坛，中华农圣文化节等
活动，深化了展会文化内涵。

第十五届菜博会上，主要展览展
销，蔬菜、瓜果、花卉、食用菌及种子、
种苗及育种育苗设施器材和种子处
理专用药剂等；新型高效复合专用肥
料、生物菌肥、腐植酸肥、微量元素肥，

植物生长调节剂、保水剂、营养剂、草
碳、介质土、土壤添加剂以及生产包
装技术、材料、施用器材等；现代农业
机械装备及各类农用设施、农膜、新
型农具、园艺器械、温室大棚材料、节
水灌溉等；蔬菜、果品、食用菌等农产
品加工产品、加工技术、生产设备和
包装技术及材料等；生物农药、低毒
高效农药、农用生物制剂为主的各类
植保产品，农药生产/加工/包装/检测
技术与设备，以及农用药械、防虫网、
农药分析测试仪、残留测试仪器技术
等；绿色、有机蔬菜、瓜果的标准化生
产实用技术，植物工厂等前沿高新技
术、先进栽培模式等；地方特色农（农
林牧渔）产品、农副产品、特色食品、保
健食品、专用食品及其加工、包装技
术，包装材料等，农业高新技术项目、
成果及产品。

特价95元，前20名报
名者，减10元。

天崮山山势险峻、奇
峰凸立，异石遍地，悬崖峭
壁好似刀削斧劈一般，此
番景象只见于江南名山大
川，江北少有，齐鲁罕见。
因地处群山环抱之中，长
期以来交通闭塞，天崮山
几乎与世隔绝；两年前探
索发现此山，为其绝伦之
美所震撼；于是拓荒铺路、
人文修葺，建为生态旅游
风景区。古朴壮观的千米
木栈道宛若一道天梯盘桓
于主景区山际之间，惊、

险、奇、绝，攀登者无不惊
叹！“江北小黄山，世外桃
花源”是游客对天崮山最
真切的体验感受！

天崮山主景区主要由
“福、禄、寿、喜、财”五座山
峰组成，它们分别对应的
是“香炉顶、插旗顶、南崮、
鸳鸯峰和观音峰”；灵秀之
地，祥和之气，天崮山、一
方采福纳祥的风水宝地！
走进天崮山，回归梦里桃
源，住木屋、饮山泉、吃山
野菜，登天梯观天街仙雾，
沐林海清风、涤荡心头重
重尘埃。

近郊走进天崮山，

感受山里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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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九寨沟.都江堰.青城
山.黄龙溪.乐山.峨眉山14日游 4

月18日 首发3560元
■重庆 .丰都鬼城 .张飞庙 .

白帝城 .巫山小三峡 .三峡大坝 .

张家界 .韶山 .庐山 .黄山/九华山
/杏花村、南京中山陵双卧包船
13日游

■4月23日 2580元起

行行程程特特色色：：

1、“江山号”挂牌四星游轮，
重庆指定官方接待游轮；

2、特推出观老三峡5A级景
区“三峡人家”；

3、全程无购物，节省时间；
■武汉长沙.韶山.张家界.桃

花源 .黄龙洞凤凰古城双飞六日
4月20/27日 2780元

■昆明大理丽江双飞六/四
飞八日 散客天天发 1460元/
2460元起

■玩转桂林双飞五日
独立成团 4月21/25日 3580元

迷迷情情海海岛岛 缤缤纷纷东东南南亚亚

■畅游泰一地六日 超值特惠
4月27日

特别赠送：
*“泰国迪斯尼”暹罗乐欢天

大世界及棕榈阳光人造海滩；
*正宗泰式古法按摩 6 0分

钟；
*杜拉拉水上市场；
■尊享泰新马十日

4月26日 烟台起止
■蜜恋巴厘岛+香港七日

4月20/23/30日 蜜月客人报名

立减特惠！
■日本全景赏樱六日
4月26日 5月1/6/9/16日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

大瀑布十四日 5月22日 6月4

日

玩玩美美港港澳澳

■畅游港澳双飞五日 每
天前两名享受优惠价1260元/人
4月10日后天天发 （广州/深圳
中转）

■至尊港澳双飞五日
4月10日后天天发（广州/深

圳中转）
■超值香港双飞四日
每周三发（直飞香港）
■超值港澳双飞五日
每周六发（直飞香港）

炫炫动动韩韩国国

■首尔、仁川双船六日
5月2日
■首尔、仁川双船五日
5月19/21/26/28日
■首尔、济州船飞六日
5月9/16/23日

◆开发区门市：6380535 6398000

◆环山路门市：6625111 6629185

◆胜利路门市：6600138 6600159

◆莱阳门市：3365866 3367966

◆第一大道：6262255 6262200

◆门市加盟电话：6619111

地址：芝罘区西盛街28号第
一大道502室（大润发西侧）

更 多 旅 游 线 路 请 关 注 ：
www.leyou365 .net

海海峡峡国国旅旅倾倾情情打打造造非非凡凡旅旅程程（（系系列列二二十十五五））

顺顺风风顺顺水水游游三三峡峡 神神神神秘秘秘秘逛逛九九寨寨
海海峡峡国国旅旅三三峡峡、、九九寨寨夕夕阳阳红红专专线线精精彩彩进进行行中中

咨询电话：18660066046

“春暖花开草长莺飞，踏青时
节正当时”,趁着阳光微淡，气温适
中，赶紧开始筹划这个周六的踏
青计划吧！去泰山，太远；去婺源，
花期已过。你不必遗憾，来招虎山
吧，让你的踏青游别有一番滋味。
招虎山是国家AAAA级景区，四
季景相变幻奇特，色彩各异。尤其
是四月的“杜鹃谷”更别有洞天，

现在只要50元就可以享受杜鹃花
海的烂漫，还可以攀登招虎山！

四月的招虎山正是杜鹃花热
闹之时 ,杜鹃花 ,就是大家俗称的

“映山红”,现在正是开放的最好时
节，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覆盖幽深的
峡谷，微风摇曳，如梦如幻。其实杜
鹃花主要生长在云南、西藏和四川
三省区的横断山脉一带，在北方少
见，像招虎山这样大规模生长的更
是罕见，这样的灿烂与气势，你不
可以错过！别在犹豫了，让我们带
着家人，爱人，朋友一起走进招虎
山赏杜鹃、登山踏青吧。

4月19日，让我们放下都市的
沉闷与喧嚣，与家人朋友集聚招
虎山，享受大自然。登山，呼吸深

山“氧吧”的清新；踏青，看漫山遍
野杜鹃花的娇媚。

远离都市的喧嚣，放下心中
繁杂的琐事 ,到招虎山寻找最自然
的“正能量”。携家人、朋友 ,一起来
参加我们的踏青活动吧 !

招虎山不是最美的景区，却
可以让你有最灿烂的心情。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赶紧
拨打下方电话吧！动动小手指，让
自 己 拥 有 一 个 别 具 风 格 的 踏 青
游！

【详情咨询】

自自驾驾游游热热线线：：66228888009988
66228888005555

小小伙伙伴伴们们，，一一起起去去招招虎虎山山看看杜杜鹃鹃花花吧吧
4月12日上午，烟台市

旅游局、烟台市旅游协会
赴烟台欣和食品企业、西
夫拉姆酒堡考察，烟台市
旅游局副局长牟云、旅行
社协会会长王美玲、蓬达
旅业集团董事长盖其东、
永安国旅董事长王东等
旅游业、酒店业领导五十
余人出席了此次活动。

考察团听取了欣和
食品企业关于开发工业
旅游的项目的建设和进
展，经营管理等方面情况
的介绍，观看了欣和酱油
的制作流程，感受了欣和
企业深厚的企业文化；考
察团参观了西夫拉姆酒

堡，品尝了酒堡酿制的
美酒，感受了酒堡内的
西方元素的文化。牟云
对欣和文化的工业旅游
项目取得的成果给予高
度的评价，他指出，欣和
企业发展工业旅游潜力
很大，希望欣和企业强
化旅游规划，加大工业
旅游建设资金投入，突
出特色，把资源科学整
合，合理规划。

近年来，烟台市旅游
局、烟台市旅游协会领导
高度重视旅游的发展，多
次实地考察工作并给予
肯定和务实的指导性意
见。

通讯员 率春明 专刊记者 郝鑫

烟台市旅游协会

参观考察旅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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