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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国家 5A 级景区达 11 家

““蒙蒙山山杯杯””导导游游大大赛赛下下周周二二开开赛赛
齐鲁晚报融媒体将全程直播

本报济南 2 月 22 日讯(记
者 宋磊) 从山东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获悉，2月28日-3月1
日，“蒙山杯”第五届山东省导
游大赛暨“第三届全国导游大
赛”选拔赛将在山东新闻大厦
开赛，齐鲁晚报融媒体将全程
直播此次大赛。

据了解，山东的导游风采
在全国来看是非常有名的，导
游的风采也代表了一地旅游的
形象，为深入推进旅游行业精
神文明建设，全面展示山东导
游职业风采，交流导游服务经

验，激励导游提升职业道德修
养和服务技能水平，传播行业
正能量，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
会联合山东省总工会、共青团
山东省委、山东省妇女联合会
共同举办了本次导游大赛，齐
鲁晚报和山东省旅游协会导游
分会承办。

“蒙山杯”第五届山东省导
游大赛由大赛主题为“树职业
道德、赛职业技能、展职业风
采”。3 月 1 日，在山东新闻大
厦五楼新闻大会堂，来自全省
17 市旅游委(局)选拔推荐的 31

名选手将参加最后的决赛，一
展自身的风采。此次比赛，将重
点考核导游人员的职业道德素
养及综合知识储备水平、专业
讲解能力、沟通协调能力、突发
事件应对能力、文明旅游引导
能力等。

齐鲁晚报将在齐鲁壹点新
闻客户端对大赛进行视频直
播，这也是今年齐鲁晚报融媒
体的首场大赛直播。同时，齐鲁
晚报《旅游休闲》周刊、齐鲁壹
点、老乔游记微信公号等融媒
体矩阵还将对大赛进行全方位

综合报道。
据介绍，本次大赛设置一

等奖 2 名、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单项奖 3 名。对于荣获第
一名的选手，大赛组委会将向
省总工会推荐申报“山东省富
民兴鲁劳动奖章”称号；荣获
一、二等奖的 3 5 周岁以下选
手，向团省委推荐申报“山东省
青年岗位能手”称号；荣获一等
奖的女选手，向省妇联推荐申
报“山东省巾帼建功标兵”称
号；荣获第二、第三名的选手，
向省财贸金融工会推荐申报

“山东省财贸金融系统五一劳
动奖章”称号；对获得一、二、三
等奖选手的推荐单位，授予“优
秀组织单位”奖。

本报济南 2 月 22 日讯(记
者 宋磊 许亚薇) 日前，国
家旅游局面向社会公示了 20
家新 5A 景区，山东有两家景
区上榜，分别是青州市青州古
城旅游区和威海市威海华夏城
景区，22 日公示期已结束，至
此，山东省国家 5A 级景区达
到 11 家，此外记者获悉，东营
市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和沂水萤
火虫·大峡谷旅游区也已经通
过专家评审，被列入创建 5A
级旅游景区名单。

2007 年 5 月，国家旅游局
发布首批 66 个 5A 级景区，我
省的泰安泰山景区、烟台蓬莱
阁旅游区(2013 年拓展为蓬莱
三仙山-八仙过海景区)、曲阜
明故城 (三孔 )旅游区榜上有
名。此外，2011 年 1 月烟台龙
口南山景区、青岛崂山景区、威
海刘公岛景区入选全国 5A 级
景区；2013 年枣庄台儿庄古城
景区、济南市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趵突泉-大明湖-五龙潭-黑
虎泉-环城公园)、山东省沂蒙
山景区获评全国 5A 级景区，
山东省的 5A 级景区数量达到

9 家，加上此次入选国家 5A 级
景区的青州古城和威海华夏
城，山东省 5A 级景区数量增
加到 11 个。

此外，根据全国旅游资源
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的通
报，东营黄河口生态旅游区和
沂水萤火虫·大峡谷旅游区均
已达到申报创建 5A 级旅游景
区景观质量要求，已经通过专
家评审，被列入创建 5A 级旅
游景区名单，今后将按计划开
展创建工作。

无论在行业内，还是广大

游客的认可程度，5A 级景区
无疑是旅游景区的“金字招
牌”，代表着中国世界级精品的
旅游风景区等级。虽然我国 5A
级景区越来越多，但近年来，国
家旅游局对 5A 级景区的要求
也呈现出愈发严格的趋势，管
理不善的 5A 级景区面临被摘
牌的危险。截至目前，国家旅游
局已经对 3 家严重不达标的
5A 级景区进行摘牌处理，分别
是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景
区、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景区、
重庆市南川区神龙峡景区。

采采石石场场变变身身实实景景演演出出舞舞台台
威海华夏城：矿坑废墟上建起环保之城

日前，国家旅游局在其
官网上公示了最新一批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名单，威海华
夏城景区入列。华夏城景点
内包含最全面展示尧舜禹时
期历史文化的禹王宫、集中
展示胶东民俗的夏园等。而
最具特色的则是在矿坑里打
造的长 172 米、宽 93 米的地
下工程，矿坑上面覆土绿化，
矿坑下面游客参观，它被授
予国家人民防空教育基地及
山东省防灾减灾宣传教育基
地。

据了解，华夏城是华夏
文旅集团在几个采石场上建
立起的环保之城。2003 年，
华夏文旅集团正式向龙山亮
剑，采用难度和繁复度最大
的回填方法。填补矿坑时，运
输车辆盘行而上。其中一条
150 米高的山路，工程车盘弯
9 道运土而上，最终被打造成
别具一格的九曲情人街景点。
在山谷渣石成堆，石渣粉尘处
理困难的区域，建成水库利用
水面进行美化。还有因双面
开采导致山体破坏严重的采
石场，修复率低就依势建成
四条隧道，隧道上面覆土绿
化，下面通车行人。历时十余
年，华夏文旅集团先后治理
采石场 44 处，植树 1127 万
棵，累计投资达 44 . 3 亿元，
昔日荒山再现绿水环绕。

华夏文旅集团在矿坑里
打造了会跑的实景演艺《神

游传奇》，将周边山体修复、
打造成自然山水实景舞台，
借助高科技的声光电手段，
演绎神话传说、历史故事。

《神游传奇》由夏春亭总策
划、总导演，采撷华夏上下八
千年传统文化发展符号，将
伏羲女娲、大禹治水、八仙贺
喜、凤凰涅槃等一系列经典
传说串联成秀，揭秘华夏文
明千年发展之源。而令人啧
啧称奇的第五幕《龙的传
人》，就是利用北侧采石场矗
立的山体断面就势修建起

“之”字形舞台，在山体上方
设置巨大水箱，演出时依托
陡峭的山势打造“黄河之水
天上来”的壮观景象，4000
吨水瞬时喧嚣而下，水雾腾
空而起，场面宏伟、壮观。

近几年来华夏文化旅游
集团又围绕“打造一流文化
旅游品牌”的总体目标，立足
威海积极实施“走出去”战
略，进行文化输出、品牌扩
张，先后在厦门和西安打造
了《闽南传奇》及《驼铃传
奇》。

时下，华夏文旅集团已
拥有三个大型实景演艺秀、
三个旅游景区、两个海洋王
国、两个主题乐园。华夏文旅
旗下的威海、厦门及西安三
个旅游项目的成功打造，已
经成为各地政府评估华夏文
旅作为文化输出企业实力的
样板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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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2 月 22 日讯(记
者 宋磊) 从山东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获悉，山东省旅发委
面向社会公示了我省 10 家国
家 4A 级旅游景区，烟台蓬莱
欧乐堡梦幻世界、德州夏津德
百温泉等省内 10 家景区上榜，

目前进入公示期，公示时间为：
2017 年 2 月 20 日至 2017 年 2
月 26 日。

我省新增 10 家 4A 级旅
游景区分别是，东营龙居黄
河森林旅游区、烟台栖霞太
虚宫景区、烟台蓬莱欧乐堡

梦幻世界、济宁兖州兴隆文
化园、济宁邹城明鲁王陵旅
游区、泰安泰山天颐湖旅游
度假区、威海福如东海文化
园、临沂沂蒙马泉休闲园、临
沂龙园休闲度假农庄、德州
夏津德百温泉度假村。

葛相关链接

看看晋级 5A 要过哪些关

逐逐级级申申报报，，专专家家不不定定期期暗暗访访
本报记者 宋磊 许亚薇

5A 级景区的评定从 2007
年开始，第二次评定是 2 0 1 0
年，此后，国家旅游局每年都会
新增部分 5A 级景区。从年份
来看，近年来能够申报成功 5A
级景区越来越难了。5A 级景
区到底是如何申报的呢？

记者采访了解到，想要申
请 5A 级景区，需要景区当地
旅游局推荐到省里，然后省里
经过筛选再推荐到国家，是一
个逐级申报的过程。当然，想要

申报 5A，还有个硬指标，那就
是景区必须成为 4A 级旅游景
区一年以上。

推荐到国家旅游局以后，
专家组根据景区资源禀赋、景
区管理服务质量等方面先进行
评审，通过评审的景区，开始创
建工作。创建期间，景区会不定
期迎来专家的暗访，专家会根
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
与评定》进行打分，打分项目涵
盖交通、环境、卫生、管理等方
方面面，总分是 1000 分，实行
扣分制，950 分以上才有机会

被评为 5A 级景区。
被评为 5A 级景区后也并

非万无一失，国家近年来对 5A
级景区的监管更加严格，很多
时候专家组会根据投诉到景区
暗访，暗访已经是常态化。专家
每到一地，都以游客身份深入
到景区，对景区的服务设施、服
务质量、环境质量、市场秩序等
进行全面检查，同时，对照 5A
景区质量等级标准各项要求和
游客投诉，重点检查景区的旅
游安全、环境卫生、秩序管理、
设施维护、服务品质等。

我我省省1100家家景景区区上上榜榜国国家家44AA级级景景区区
包括烟台蓬莱欧乐堡梦幻世界等，目前正在公示期

威海华夏城。

青州古城。

葛新科5A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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