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
2017年5月18日 星期四

编辑：穆静 美编：郭传靖 旅游休闲【好评榜】

中中国国旅旅游游总总评评榜榜揭揭晓晓，，山山东东获获1166个个大大奖奖
承办地浙江天台县送福利，5月19日起5A国清景区不再收门票

奖项 获奖单位

年度全域旅

游推进奖

天台县、吴兴区交通和旅游局、临沂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广东南湖国际旅行

社有限责任公司、句容市文化旅游局、韩城市、锦州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云南

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风景名胜区、济源市旅游发展

委员会、途牛旅游网、河北省石家庄市赞皇县旅游局、宁夏·泾源县、银川·建

发大阅城

年度乡村旅

游示范奖

东阳市花园村、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周庄香村祁庄、丽江市玉龙县白沙

镇玉湖村、长春市旅游局、洛阳重渡沟、山西榆次后沟古村、银川市兴庆区文

化体育旅游局、宁夏·盐池·麻黄山乡人民政府

年度诚信旅

行社

浙江省中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康辉旅游集团山东国际旅行社、广州市金马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三通国际旅行社（福建）有限公司、云南中旅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昆明风光国际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路仕达旅游集团、四

川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四川康辉国际旅行社、宝中旅

游·四川新东方国际旅行社、成都喜悦假期国际旅行社、江西省环境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北京美观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旅行社总社有限公

司、北京春秋旅行社有限公司、山西红马国际旅行社、河北纵横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宁夏天桥百事通国际旅行社、安徽新世界国际旅行社

年度旅游机

构品质奖

嘉善县旅游局、银座旅游·山东旅游有限公司、广州广之旅国际旅行社股份

有限公司、国旅环球(北京)国际旅行社上海分公司、天目湖御水温泉、普洱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河南太行大峡谷、凯撒旅游、中青旅遨游网、山西宝华盛

世国际旅行社、合肥申美国际旅行社、江西省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河北骐

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年度旅游机

构创新奖

金华市旅游局、浙报集团旅游全媒体中心、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楚雄州

旅游发展委员会、洛阳白云山、江西开原国际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山西太

平洋国际旅行社、万达环球国际旅行社·老顽童俱乐部

年度旅游景

区人气奖

西塘景区、银座·天蒙旅游景区、MAG环球魔幻世界、永定天子温泉度假村、镇

江句容宝华山千华古村、南京珍珠泉风景区、白鹿原影视城、昆明轿子雪山

国际生态旅游景区、玉溪映月潭温泉、长影世纪城、河南宝泉旅游度假区、岭

雪山、石象湖、都江堰-青城山、国色天乡乐园、成都欢乐谷、花舞人间、南昌

万达乐园、白石山景区、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大同方特欢乐世界、山西洪

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清东陵、宁夏·镇北堡西部影城、桓仁五女山风景区、

铁岭莲花湖灯会、合肥万达乐园

年度旅游线

路特色奖

武义县旅游委员会“幸福泉·与你不见不散”、威海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国

国旅（福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云南师宗生命文化体验之旅一日游/二日

游、祥悦芽庄金兰湾6天5晚全景游（昆明骏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郑州绿

博园、山西岚海国际旅行社“夕阳红”专列、河北康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

司、银川市体育旅游局“银川‘塞上江南’风情3日游线路”、肥西县柿树岗乡、

安徽（深度）乐途户外

年度自驾/露

营机构人气

奖

杭州鸬鸟房车露营公园、山东追风行者自驾俱乐部、美的·鹭湖汽车营地、福

建省旅游协会自驾游专业委员会、永塘盛房车露营公园、奥特多房车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豫西大峡谷、山西千朝谷（水世界、房车营地、亲子乐园）、山西

太原台骀山滑世界体验乐园、静港湿地

年度旅游集

团贡献奖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广东长隆集团、陕西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大理旅游集散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大理旅游集团、吉林恒曜旅游文化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新乡南太行旅游度假区、中景信集团、山西皇城相府景

区、辽宁五女山旅游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年度航空公

司品质/服务

奖

福州航空、瑞丽航空、昆明航空、澳门航空、荷兰航空、四川航空、上海吉祥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

年度旅游风

云人物

徐谷青、孔祥海、郑年军、陈巧根、潘东、马占炜、张海明、张小伟、陈小兵、罗

军、夏智民、张志平、孙玉平、朵永毅

年度旅游新

闻人物

张晓国、简新锋、李军、河南省东南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徐辉、山西宝华盛世国

际旅行社总经理李志伟、王凯滨、杨焘郡

年度旅游营

销创意奖

海宁市旅游局“海宁故事”、台州市旅游局“台州味道”、龙冈旅游集团“18度

景区营销”、清远古龙峡国际漂流赛场、福建搜游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客家家

训馆、昆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春城花都·好享昆明“春城号”文化旅游高铁列

车6城推介活动、吉林省旅游局“冬季到吉林来玩雪”系列活动、中国·嵖岈山

国际山地运动暨西游文化节、河南省旅游局·回老家过大年、江西省百事通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中国爱情山—天河山景区、银川鸣翠湖国家湿地公园

年度在线旅

游服务商活

力奖

56人旅游网、搜游创客、云南旅务通科技有限公司、陕西骏途网西游电子商

务股份有限公司、携程、去哪儿、穷游网、携程旅行、住百家、途家、河北春秋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宁夏丝路风情旅游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尚景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年度旅游跨

界融合奖

杭州市旅游特色潜力行业发展中心、银座旅游集团、福建旅百通国际旅行社

有限公司、南京老山旅游度假区、红河州旅游发展委员会、中青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新消息报社、宁夏雅麒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年度国内旅

游目的地人

气奖

浙江省衢州市、雁荡山风景区、青州市、广东省连州市、南平市·武夷旅游、中

国香港、中国澳门、长白山景区、清明上河园、江西鹰潭龙虎山风景名胜区、

青岛市黄岛区、北京欢乐谷、赞皇县棋盘山

年度国际旅
游目的地人
气奖

嵩山少林景区、美国、英国、新西兰

年度旅游扶

贫奖
山亭区旅游和服务业发展局、燕子河大峡谷

年度旅游新

景观奖

新昌县旅游委员会、宝晶宫天鹅湖温泉酒店、大理旅游集团、宁夏·彭阳县、

肥东县“岭上桃乡”

年度旅游新
玩法

侠天下旅游区

年度旅游度

假区魅力奖

山西榆次悦隆庄温泉、连州地下河、焦作云台山风景名胜区、南平杉湖岛旅

游度假区、国御温泉度假小镇、银川滨河新区黄河外滩景区

年度旅游景
区品牌潜力
奖

山西沁水历山风景区、山西永和乾坤湾景区、福州天泽奥莱时代、西安世博

园、宁波东钱湖旅游度假区、南大港湿地

年度民宿明

星奖
西塘半糖酒店、山西平遥道生明客栈、昆明途途客栈

年度旅游宣

传推广经典

案例奖

贵州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年度最受欢
迎五星级酒
店

成都富力丽思卡尔顿酒店、成都世纪城天堂洲际大饭店、成都瑞吉酒店、成
都首座万豪酒店、成都万达瑞华酒店、成都茂业JW万豪酒店、成都仁和春天
酒店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
者 乔显佳 许亚薇 ) 5
月1 1日，备受业界关注的

“2016中国旅游总评榜”迎
来了揭榜的时刻，来自全国
各地的旅游从业者齐聚浙
江天台县，共同见证旅游行
业佼佼者的诞生。

中国旅游总评由“中国
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成
员单位齐鲁晚报、钱江晚报、
新京报、广州日报等全国24家
最具影响力的主流都市媒体
共同发起，是反映中国旅游
行业发展的风向标，被誉为
国内旅游业界“奥斯卡”。总评
榜不仅树立中国旅游品牌建
设的标杆，促进中国旅游品
牌建设的繁荣和发展，更提
高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

本届中国旅游总评榜
颁奖典礼由“中国城市第一
媒体旅游联盟”轮值主席单
位钱江晚报主办。结合2016
年全域旅游、“旅游+”、民
宿、品牌景区等旅业热点，
本届总评榜设置有年度全
域旅游推进奖、年度国内旅
行目的地人气奖、年度旅游
集团贡献奖、年度旅游跨界
融合奖、年度自驾/露营机
构人气奖、年度诚信旅行
社、年度民宿明星奖等共24
个奖项，用以表彰“脚落实
处、敢为人先”的行业典范。

2016中国旅游总评榜
颁奖典礼上特别安排了“全
域旅游和美好生活分享会”
和有关全域旅游发展的主
旨演讲。北京交通大学教
授、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
家委员会副主任张辉，通过
理论梳理与案例分析，向与
会嘉宾阐述了如何统筹旅
游产业管理、如何落实全域

旅游建设的个人经验，让与
会者受益匪浅。

作为2016中国旅游总
评榜颁奖典礼举办地，浙江
天台县被列入首批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当
天还被“中国城市第一媒体
旅游联盟”定为首家“中国
城市第一媒体旅游联盟全
域旅游体验基地”。

就在总评榜揭晓期间，
天台县召开了一场新闻发
布会，为全国游客送了一份
大礼，2015年晋升国家5A景
区的国清景区任性宣布：从
5月19日中国旅游日那天开
始，国清景区开始免票了！

国清景区核心是国清
寺，是佛教本土化第一宗

“天台宗”的发祥地，历史上
是地位极其显赫的皇家寺
院。目前，国清景区长期只
收15元的低价门票，被业界
称为“良心门票”。

如果探讨免票原因，天
台县毫不含糊地说出自己的
初衷：要留住更多游客，5A国
清景区免费开放绝对是最好
的“旅游广告”，免收门票对
游客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少
去购票环节，游客更愿意多
待一会，多玩几个地方，多把
钱花在购物、住宿、交通、饮
食等连锁消费上。这一点也
正应和了此前杭州西湖全免
费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提升和
良好口碑的塑造。

山东省在总评榜上斩获
颇丰，获奖单位和个人有：

临沂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 荣获2016年度全域旅
游推进奖；

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 荣获2016年度乡村旅
游示范奖；

康辉旅游集团山东国
际旅行社 荣获2016年度
诚信旅行社；

银座旅游·山东旅游有
限公司 荣获2016年度旅
游机构品质奖；

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 荣获2016年度旅游机
构创新奖；

银座·天蒙旅游景区
荣获2016年度旅游景区人
气奖；

威海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 荣获2016年度旅游线
路特色奖；

山东追风行者自驾俱
乐部 荣获2016年度自驾/
露营机构人气奖；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
行社有限公司 荣获2016
年度旅游集团贡献奖；

孔祥海 荣获2016年
度旅游风云人物；

张晓国 荣获2016年
度旅游新闻人物；

山东龙冈旅游集团“18
度景区营销” 荣获2016年
度旅游营销创意奖；

56人旅游网 荣获2016年
度在线旅游服务商活力奖；

银座旅游集团 荣获
2016年度旅游跨界融合奖；

青州市、青岛黄岛区
荣获2016年度国内旅游目
的地人气奖；

山亭区旅游和服务业
发展局 荣获2016年度旅
游扶贫奖。

““文文明明旅旅游游进进社社区区””给给居居民民荐荐美美景景
本报联合多家旅行社携老年人产品和线路为母亲节献礼

本报济南5月17日讯(记
者 宋磊) 文明旅游，有你
有我。5月13日，母亲节前一
天，齐鲁晚报2017文明旅游进
社区活动走进三箭吉祥苑，
向广大市民宣传文明旅游，
推出精选的优质旅游产品和
线路，为父母献上一份节日
的大礼。

本次文明旅游进社区活
动恰逢母亲节前一天，齐鲁
晚报特地携银座旅游、嘉华
旅游、家天下国旅等来为社
区居民推荐适合的旅游线

路，并宣传文明旅游。
现场，工作人员向居民

推荐齐鲁晚报与银座旅游·
山东旅游有限公司共同发起
的品质游品牌“咱爸咱妈”产
品。嘉华旅游和家天下国旅
也在现场推出适合老年人的
旅游产品和线路。现场价值
500元的艺术炭雕以及自拍杆
等免费向广大市民发放，特
价发售2017年山东省森林旅
游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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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著名旅
行社和旅行商以及著名景
区，将定期走进社区、广场
等，向全社会宣传和倡导文
明旅游。接下来的每个周末，
齐鲁晚报文明旅游进社区都
会参与到每个社区文化节活
动中来。

更多2017文明旅游进社
区活动，请及时关注齐鲁晚
报旅游工作室官方微信老乔
游记(qiao_travel)和齐鲁晚报。

中国旅游总评榜揭榜，获奖单位领奖。

2016中国旅游总评榜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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