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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 记者从聊城市旅

游局获悉，2015年贺年会聊城
推出突出了“游水城、泡温泉、
做好汉、体验阿胶养生宴”四方
面内容，具有聊城民俗元素和
文化特色的贺年会产品，有水
城休闲游、水浒文化游、温泉体
验游、阿胶养生游等活动。

据悉，阳谷狮子楼旅游区
举办“游古城·品古韵”活动，推
出适合父子、母女等亲子游客
参与的娱乐项目，如着古装逛
古城、击鼓祈福、蹴鞠、投壶、掷
签等活动。还将上演丰富多彩
的地方特色浓郁的表演项目，

如：水浒故事情景剧、皮影戏、
宋代文化展示项目、阳谷泥哨
演奏、谷山调、武松系列故事琴
书表演、山东快书等。

凤祥宾馆举办“欢乐新年·
乐在凤祥”活动。为活跃2015年
贺年会气氛，将在元旦、春节、
元宵节节庆期间特推出不同档
次和风味的贺年宴，主要产品
有全鸡宴、吉祥如意宴等系列
贺年宴席。

冠县天沐温泉度假村和阿
尔卡迪亚国际温泉酒店体验温
泉、鲁西中共县委旧址、武训纪
念馆、聊城运河文化博物馆、水
城明珠大剧场、中华水上古城、

光岳楼、山陕会馆、明清圣旨博
物馆等景区(点)，体验绿色生态
宴。天沐温泉度假区以“暖心之
旅”为主题，举办“与家人团聚，
我选择天沐温泉”春节推广活
动、“浓情二月，暖暖温泉，爱的
温度”情人节推广活动、“天沐温
泉节”新年大优惠、“浪漫专属·
温馨之旅套票”、旅游达人温泉
体验等精彩活动。阿尔卡迪亚国
际温泉酒店举办“冬日送暖”温
泉体验活动，推出“水城温泉文
化体验游”优惠活动。

春节期间，冠县旅游特色
村将推出“乡村过大年”欢乐农
家体验活动。城里人可到农家

过大年、赶大集、购年货，游客
吃农家饭、住农家屋，采购当地
年货，参与村民举办的舞龙狮、
柳林花鼓、蛤蟆嗡、踩高跷、划
旱船、豫剧专场演出等活动。紧
紧抓住阿胶养生文化，充分发
挥阿胶养生养颜文化的品牌效
应，打造“阿胶文化美食一条
街”，举办中国阿胶文化节，文
化节期间开展名医义诊、医学
名家大讲堂、阿胶宴展示、美食
大赛、长寿之星评选、冬至子夜
点火取水炼制仪式、大型文艺
演出等活动。以及阿胶祈福寿
大型狂欢之夜活动；东阿鱼山
贺年梵呗祈福游活动。

突出四大内容，注重民俗元素和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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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

记者从聊城市旅游局获悉，
2014年，新开工建设十大重点
旅游项目，完成投资56亿元。

2014年，全市旅游项目建
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纳入
全市重点旅游项目库项目54
个，计划总投资1270亿元。其
中待建项目16个，在建项目38
个，完工项目10个，2014年新
开工建设项目10个，完成投资
56亿元。

其中，中华水上古城西南
片区小西湖景观施工已完成，
四城门景观绿化已基本完成,
正在进行细部提升。“十一”黄
金周古城四条大街正式对外
开放，黄金周期间出现了游客

“井喷”现象。徒骇河世界运河
博览园。滨河大道北段已完成
中粒沥青混凝土面层施工，南
段正在施工，莲湖工程基本完
工。阳谷七级运河古镇。恢复
建设完成了广场道路铺设、路
灯安装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

古镇商业街已进入收尾工程。
江北水城省级旅游度假区于
2014年8月13日获省政府正式
批复，成功跻身省级旅游度假
区行列，填补了聊城没有省级
旅游度假区的空白。另外，蒋
官屯休闲小城镇、盛世天湖生
态科技园、阳谷水浒文化旅游
区、刘邓大军渡河指挥部、东
阿阿胶养生文化苑、临清中华
海棠园、茌平金牛湖旅游休闲
度假区等项目也进展顺利。

同时，聊城市旅游局创新

招商思路，拓宽招商领域，加
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超额完
成招商任务。截止目前，共完
成招商引资任务9100万元，完
成全年任务的182%，其中最
佳 西 方 御 润 酒 店 投 资 额 为
6100万元，伊尹文化主题酒店
投资额为3000万元。此外，东
昌古郡旅游综合体、运河文化
大码头文化旅游主题街区和
市旅游集散中心等项目正与
投资商进行洽谈，并已达成合
作意向。

去去年年十十大大重重点点旅旅游游项项目目开开建建
共完成投资56亿元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
2014年，聊城旅游业继续保

持平稳较快发展态势，预计全
年旅游总收入113亿元，同比增
长12%，其中国内游客同比增
长8 . 5%，入境游客与去年持平。

前三季度聊城市国内旅游
总收入92 . 7亿元，国内旅游人
数1299 . 8万人，分别比上年同
期增长15 . 3%和10 . 2%。预计全
年旅游总收入113亿元，增长
12%，国内游客1671万人次，增
长8 . 5%，入境游客5 . 3万人次，
与去年持平。

2014年，聊城旅游部门狠
抓专业化营销，推出30余条旅
游线路上线旅行社对外营销线
路，同时，组织部分星级酒店推
出20余旅游条线路上酷旅网对
外营销。专题研究聊城市“旅游
三年营销策划思路”，举办第二
届温泉旅游节，并继续深入“联
合推介、捆绑营销”。在加强网

络营销的同时，注重加强区域
旅游合作，在京沪高铁济南西
站广场南综合体合作建设省会
城市群集散中心聊城体验区，
加快推进济聊一体化发展。

刚刚过去的一年，聊城旅
游部门积极发展特色街区，重
点培育龙堤、中华水上古城大
街、阳谷紫石街、临清红星路、
临清经一路等五条特色街区；
同时，加大旅游营销力度。突出

“游水城、泡温泉、做好汉、体验
阿胶养生宴”四大特色内容，包
装提升“二日游”、“三日游”旅
游产品。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市旅游集散中心预计今年
开工建设，聊城市和阳谷县游
客咨询服务中心已投入使用，
旅游部门联合有关部门对景区
内63处公厕进行规划部署，并
将在城区增添旅游公厕200个
以上，旅游交通体系进一步完
善，行业管理和旅游信息化水
平也在着力提升。

全年旅游总收入达113亿元
市旅游集散中心预计今年开工建设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胡海涛 )

聊城乡村旅游已形成观光、
采摘、赏花、垂钓、特色餐饮等
系列产品，在全省特别是鲁西
地区乡村旅游中占重要地位，
被列为鲁西地区重点。

近年来，聊城市培育了姜堤
乐园、南湖湿地公园、冠州梨园、
堂邑葫芦村等一大批成熟的乡
村旅游景区点，形成了观光、采
摘、赏花、垂钓、特色餐饮等系列
产品，打响了梨花节、樱花节、荷
花节、桑葚节、大枣采摘节、瓜菜
节等一批乡村旅游节庆品牌，在
全省特别是鲁西地区乡村旅游
中占据重要地位。

2014年，聊城旅游部门严
格按照省局要求，做好全市6户
以上整建制发展农家乐“改厨
改厕”工作。目前，全市266个

“双改”经营业户已全部通过省
旅游局验收；积极培育典型，打
造东阿县，高唐清平镇、阳谷七

级镇，阳谷高庙王镇前仓村，冠
县梨园生态旅游有限公司、聊
城南湖湿地公园有限公司等乡
村旅游示范县、示范镇、示范
村、示范点；推进乡村旅游特色
镇和特色村创建，创建旅游强
乡镇1家，旅游特色村4家；积极
创建了莘县绿洋果蔬专业合作
社、莘县绿援精品采摘园、临清
市金沙窝种植家庭农场3个以
采摘为主，以观光、休闲、教育
为辅的省级精品采摘园；为了
提升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服务
技能、接待礼仪和业务操作技
能 ,成功创建并通过省局命名
了11家“山东省乡村旅游培训
基地”。

目前，全市已建成国家级
休闲农业示范点1个、省级休闲
农业示范点12个、省级旅游强
县3个、强乡镇14个、特色村29

个、农业旅游示范点15个；现有
农家乐经营户930家，从业人员
2 . 3万人。

乡村旅游列入鲁西地区重点
农家乐经营户达930家，从业人员2 . 3万

相关链接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凌文
秀)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获悉,由市委宣
传部、市文广新局共同开展的第二届

“水城文化之星”评选活动公示期结束，
评选出7名同志为第二届“水城文化之
星”。

据了解,聊城第一届“水城文化之
星”在2012年评选。包括聊城市动漫艺
术中心创办人任家斌、聊城中国运河文
化博物馆馆长陈清义、傅斯年陈列馆馆
长林虎在内的总计13位文化上的杰出
人才入选首届“水城文化之星”。时隔两
年,“水城文化之星”第二届开评。

根据评选活动通知,报名的人选包
括在聊城从事文艺创作表演、广播影
视、新闻出版、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
经营管理等的专业人才,包括优秀民间
文化人才和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
组织中的优秀文化人才。选拔人才重点

面向基层一线专业人员,一般年龄在45
周岁以下(1969年11月1日以后出生)。

第二届“水城文化之星”评选按照
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组织相关领域
的专业人才对参选人员的材料进行逐
一审核，评选出7名同志拟为第二届“水
城文化之星”，并于日前进行公示，这7
名“水城文化之星”公示人员包括：聊城
市豫剧院祝玉芹、莘县书法家协会郭西
军、原莘县棉纺织厂崔会军、东阿县文
化馆高玉新、茌平县文化旅游局李海
燕、冠县文化馆赵安营、东昌府区东昌
社区艺术团王岩。

公示无异议后,确定第二届“水城
文化之星”获奖人员。报市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审定,由市委宣传部、市
文广新局联合发文公布并统一颁发获
奖证书。

水城文化之星评选结果公示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迪 ) 记者
了解到，全国呼叫中心项目和农
村电商服务平台项目将落户聊
城。1月18日，上海通路快建网络
服务中心外包有限公司总裁林翰
与聊城大学、山东九州生物产业
园三方座谈签约会在高新区九州
生物产业园召开，副市长任晓旺
到会致辞。

此次签约会目的在于结合聊
城当地的人力资源和投资环境，
计划在聊城建立全国呼叫中心项
目和农村电商服务平台项目，据
了解，该项目投入运行后，将在推
动聊城生物产业蓬勃发展的同
时，解决5000多人的就业问题，也
必将为聊城乃至周边地区电子商
务企业城镇化做出重要贡献。

会上，任晓旺向与会人员介
绍了聊城的概况,随后他就聊城
市的投资环境优势进行了分析。
任晓旺指出,聊城历史文化底蕴
深厚，人才辈出。区位优势明显,
聊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多
条铁路、高速公路从聊城穿过。商
贸物流业发达，聊城投资116亿,
将建造江北最大的农产品物流交
易中心。

全国呼叫中心项目

将落户聊城

本报聊城1月18日讯(记者
杨淑君) 近日，山东省中小企业
局公布第四批山东省特色产业镇
名单，冠县烟庄街道和高唐县清
平镇榜上有名。截至目前，聊城共
有8个省级特色产业镇。

据悉，高唐县清平镇的特色
是木材加工产业。截至2013年底，
该镇拥有木材加工企业92家，占
全镇企业户数的66%，从业人员
16000人，占全镇企业从业人数的
73%;营业收入35亿元，占全镇企
业营业收入的67%;利润4亿元，占
全镇企业利润的66%;木材加工产
业从简单旋皮发展到多层板、酚
醛胶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远
销欧洲及东南亚。

而精品钢板产业是冠县烟庄
街道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目前，
该街道辖私营企业307户，配备健
全完善的公共服务平台，2013年，
精 品 钢 板 产 业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71 . 6亿元，利税20 . 5亿元，分别
占全街道营业收入和利税总额的
69%和70%。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并出口东南亚、俄罗斯等国家和
地区。

烟庄清平入选

省级特色产业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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