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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讯(记
者 宋磊 ) 4 月 2 4 日至 2 9
日，齐鲁晚报旅游工作室联合
山东省自驾游协会、追风行者
发起“人间四月天 醉美江西
行”自驾六日游活动，其间将深
度玩转景德镇、龙虎山、三清
山、龟峰等世界自然遗产景区，
报名参加本次自驾游活动，每
车将获赠 300 元加油补贴，为
自驾旅行加油添彩。

江西山清水秀，风景独好，
尤其是以龙虎山、三清山、龟峰
为代表的新兴景区荣膺世界自
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
质公园等多项桂冠，成为全球
最炙手可热的旅游目的地之
一。此次自驾游江西，车友们可
以在景德镇感受瓷都博大精
深，在龙虎山感受丹霞地貌的
绮丽山水，在龟峰景区感受世
界地质公园的魅力，在三清山
感受世界最美的五大峰林，在
六天自驾旅行中感悟江西“这
边风景独好”的真谛。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自驾

游也是齐鲁晚报推出的“万名
山东客 醉游龙虎山”活动的
组织方式之一。龙虎山风景区
是国家 5A 级景区，是我国道
教发源地，丹崖碧水，山水交
融，风光秀丽。今年齐鲁晚报联
合江西龙虎山风景区推出了

“万名山东客 醉游龙虎山”活
动，通过专列游、自驾游、自由

行等方式，组织山东客源问道
龙虎山。

此次自驾游活动费用为
2850 元/人，包含景德镇古窑
民俗博物馆、龙虎山 (含景区
大巴+竹排)、龟峰、三清山(含
往返索道 )门票，五晚豪华四
星级标准酒店、5 个早餐、7
个正餐，部分景点导服费、车

友 50 万意外保险、车贴、领队
等费用，不含自驾车辆产生油
费、过路费以及游客在景区酒
店产生二次消费。

活动具体行程详情，请关
注齐鲁晚报旅游工作室官方微
信“老乔游记(qiao_travel)”获悉，
或电话咨询 0531-85196829 ，
85196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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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周六六““文文明明旅旅游游进进社社区区””走走进进阳阳光光 110000
价值 500 元的艺术炭雕等奖品等您拿

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讯(记者
宋磊) 4 月 22 日，由齐鲁晚报

主办的 2017文明旅游进社区第二
站将走进阳光 100 社区，届时在
阳光 100 社区的法治文化广场举
行，价值 500 元的艺术炭雕以及
自拍杆、景区门票等将在现场发
放，助力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

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由齐
鲁晚报策划推出，嘉华旅游、银
座旅游、好运游三大旅游集团承
办，是贯穿 2017 年全年的系列活
动。康辉旅游、山东旅游百事通、
山东中铁国旅等省内著名旅行
社和旅行商，定期走进社区、广

场、景区等，向全社会宣传和倡
导文明旅游。

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是齐
鲁晚报文明旅游公益行动的升
级版。在 2015-2016 年，齐鲁晚报
与山东省旅游行业协会、嘉华旅
游、银座旅游联合发起了“出境
游文明使者评选活动”，评选出
的“文明使者”以实际行动带动
文明旅游风气的回归。

2017 年首站文明旅游进社
区活动已经于 3 月 12 日推出，首
站活动同时启动了“万名山东客

醉游龙虎山”活动。齐鲁晚报
融媒体通过齐鲁壹点客户端进

行了视频和图文直播，首站活动
通过报纸和微信、H5 页面展示，
并通过无人机、360 全景相机以
及联合新媒体大屏展示等先进
技术助力，起到了融媒体矩阵共
同发力的良好效果。

文明旅游进社区活动第二
站将于 4 月 22 日(本周六)继续
走进阳光 100 社区，向广大市
民宣传和倡导文明旅游，并在
现场发放艺术炭雕、自拍杆、景
区门票等奖品。详情请关注齐
鲁晚报旅游工作室官方微信老
乔游记 ( q i ao _ t r ave l )，或致电
0531-85196829 咨询。

五五一一假假期期来来天天蒙蒙
赏赏惊惊险险高高空空蹦蹦极极

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讯
(记者 宋磊) 记者从沂蒙
山天蒙旅游区获悉，五一假
期，天蒙山将推出惊险、刺
激、震撼的高空蹦极极限挑
战，邀请世界陆地蹦极最高
纪录的创造者，亚洲蹦极第
一人段树军及其团队，在世
界第一人行悬索桥上演高空
蹦极，并将尝试挑战国内首
次女子独立高空极限跳跃。

近日，《速度与激情 8 》
热映，观众对于影片的超高
好评也在不断涌现，“燃爆、
震撼、血脉贲张、肾上腺素狂
飙”的赞美之词接踵而至。许
多观众都希望在现实中寻找
到心中的那份速度与激情，
享受最恐怖、最惊险、最刺
激、最震撼的感觉，这五一小
长假，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
区会给观众和游客们所要的
这种感觉。

据了解，五一期间，段树
军及其团队将在天蒙山世界
第一人行悬索桥上演高空蹦
极。段树军是云南昆明玉龙
湾蹦极点创始人，被称为“亚

洲蹦极第一人”，同时是世界
最高陆地蹦极记录保持者，
极限荡绳运动的首创人，在
极限蹦极领域，家喻户晓。

届时，游客可以在人行
悬索桥上零距离地观看此次
挑战全程。届时，老段将纵身
从垂直高度约 150 米的世界
第一人行悬索桥桥体一侧飞
身跃下，完成一次惊心动魄
的极限蹦极挑战。近距离所
带来的视觉冲击，身临其境
的参与感，将让游客感受到
那份生死时速。

据介绍，天蒙景区的世
界第一人行悬索桥是沂蒙山
旅游的“新地标”。该桥全长
505 . 5 米、主跨 420 米，为目
前世界上最长、跨度最大的
人行索桥。在被群山环绕的
天蒙山中，它横跨两座山峰，
凌空而起，是连接玉皇宫和望
海楼两个重要景点的交通要
道。如今，天蒙二期项目已开
工建设，世界第一人行悬索桥
即将更换“玻璃身”，在人行索
桥跨中位置将更换 60 米玻
璃桥面，更加惊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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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 4 月 19 日讯(记者
宋磊) 五一小长假即将到

来，近日，省旅发委就进一步加
强旅游安全工作下发通知，要求
强化景区游客流量监管工作，核
定景区及其重点区域和线路最
大承载量，一旦景区接待量超瞬
时最大承载量100%，景区将禁止
游客进入，并向周边景区分流。

省旅发委负责人介绍说，今
年清明小长假期间，我省主要旅
游景区、乡村旅游点人流如潮，
发展形势喜人。同时，安全形势
依然十分严峻。随着“五一”假期
来临，我省旅游市场正进入旺
季，旅游接待人数将持续攀升，
各景区(点)接待压力持续增强，
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省旅发委要求，各级旅游部
门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服务意识，
提高综合服务能力。各旅游景区
特别是泰山、崂山、沂蒙山、蓬莱
阁、刘公岛、三孔等重点5A级景
区和洞穴类、室内类旅游景点，
要制定高峰期的分流应急处置
预案。

核定景区及其重点区域和
线路最大承载量。建立客流预报
预警制度。对景区重点区域和旅

游线路流量实行分级监控管理。
对整个旅游景区流量实行分级
监控管理。各旅游景区接待量达
到最大游客承载量的 80% —
90% 设为三级，90%-100% 设为二
级，100% 以上设为一级。各景区
(点)游客量在三级区间，启动三
级预案，劝导游客谨慎进入。各
景区(点)游客量在二级区间，启
动二级预案，劝阻游客谨慎进
入，并及时报告市政府应急办。
各景区(点)游客量在一级区间，

启动一级预案，景区禁止游客进
入，并及时报告市政府应急办，
应急办公室应派员协同指挥，将
游客向其他景区分流。

此外，加强危险路段管理，
实行专人值守。在危险地段、重
点游览线路、特殊时间节点上，
要组织公安、景区工作人员，实
行专人值守，引导游客单向游
览，有序分流，确保旅游安全。
路、登山台阶要设置红色警示
线，提醒游客注意登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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