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济南12月27日讯（记
者 许亚薇） 工业与旅游结
合能够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与
传统的观光旅游相比，工业旅
游有哪些特色？12月22日冬至
日，济南市启动了工业旅游直
通车，在市民和工业旅游景点
之间建起了“绿色通道”，直通
车首站开往位于济南市历城区
力诺科技园的宏济堂。

据了解，济南市从2004年
起开始发展工业旅游，截至目
前，共有14家企业获得省级工
业旅游示范点称号，同时还将
再创建18个。

12月22日冬至日的工业旅
游直通车启动仪式地点，选在
了百年老字号宏济堂。活动当
天正值第二届宏济堂阿胶文化
节，园区举行了一系列阿胶文
化活动，包括“九提九炙”冬至
玉泉取水仪式，宏济堂创始人
乐镜宇祭拜仪式，宏济堂取火
仪式以及冬至注水点火熬胶仪
式。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宏济
堂阿胶节从12月22日开始，一
直延续到春节后，面向世界各
国游客及中医爱好者开放。

宏济堂阿胶节期间，广大
市民朋友可在宏济堂文化产业
园欣赏世界最长的中医药文化
墙，现场观看舞狮迎宾、川剧变
脸、草编等传统民俗，亲身体验
小锅熬胶工艺技术，体会工业
旅游的独特魅力。同时，宏济堂

工业旅游直通车每天发车，从
宽厚里出发开往力诺科技园宏
济堂文化产业园。

据宏济堂制药董事长张忠
山介绍，宏济堂制药将打造具有
浓郁中医药特色的工业旅游精
品线路，挖掘工业旅游资源，完
善现有的四条精品旅游线路。

“济南市作为老牌工业基
地，拥有众多‘老字号’品牌、工
业厂矿遗址和现代化企业。”山
东省旅发委副主任孙淑娥说，宏
济堂制药集团是山东省首批省
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之一，工业
旅游发展起点高、理念新、规模
大，以健康和阳光为主题的工
业旅游园区，希望早日打造成
全省工业旅游新的标杆企业。

扫描本版右上角二维码，
关注本报工业游系列活动。

银银座座旅旅游游集集团团
上上榜榜中中国国旅旅游游集集团团2200强强

本报济南1 2月2 7日讯
（记者 许亚薇） 12月20
日，由中国旅游研究院、国家
旅游局数据中心和中国旅游
协会共同主办的2017中国旅
游发展论坛在江苏省苏州市
召开。论坛发布了2017中国
旅游集团20强名单，山东银
座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唯
一一家山东旅企入围，排在
第18位。据了解，这是银座旅

游集团连续四年入围20强。
“中国旅游集团20强”代

表着中国旅游行业的第一方
阵。携程旅游集团、中国旅游
集团、海航旅业集团排在前
三位。

据了解，银座旅游集团隶
属于鲁商集团，覆盖酒店、文
化休闲、餐饮、旅行社、景区景
点等多元经营业态，位列“山
东省旅游集团20强”首位。

冰冰雪雪美美人人亮亮相相金金象象山山

本报济南12月27日讯（记
者 许亚薇） 作为备受关注
的冬季时尚盛典，金象山冰雪
美人节此前已经举办了八届，
成为每年冬季冰雪旅游的重
要项目之一。12月24日，由济
南市旅游协会和金象山景区
联合主办的金象山第九届冰
雪美人总决赛在金象山滑雪
场举行(如图)。

据了解，本次金象山冰雪
美人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的近千名佳丽报名，经过紧
张激烈的选拔阶段和网友投
票，最终20名佳丽晋级总决
赛。总决赛共分才艺比拼、比
基尼展示、雪地CS大赛三大环
节，三名“冰雪美人”分获冠亚
季军。

冰雪美人大赛期间，金象
山滑雪场还为游客们准备了
丰富的狂欢活动，圣诞寻宝、
雪地篝火晚会、集赞送豪礼等
活动，享受到更多的乐趣和优

惠。
据悉，今年冬天金象山滑

雪场全力打造“滑雪+”概念：
“滑雪+雪地教学”让更多人加
入到滑雪运动中，“滑雪+冰雕
乐园”实现了山东人在家门口
赏冰雕的愿望；“滑雪+雪地
CS”将速度与激情完美结合，
另外，“滑雪+团队私人定制”
和“滑雪+亲子娱雪”让一家老
小都加入到冬季冰雪项目中，
体验冬日里旅游乐趣。

山山东东首首批批6655家家研研学学实实践践基基地地公公示示
公示期截至今日，学校研学活动可免门票

本报济南12月27日讯（记
者 许亚薇） 12月22日，山
东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第一
批全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
育基地评议结果的公示，共65
家单位进入公示名单，公示期
截至12月28日。

早在今年7月4日，山东省
发出相关通知，决定在全省开
展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规
定从今年起开始试点中小学
研学旅行，学校每学年安排集
体研学旅行不少于2次，将对
学生参加研学旅行的情况进

行科学评价，逐步纳入学生学
分管理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体系，这预示着山东省研学旅
行工作将全面展开。

据了解，本次公布的实践
基地名单根据省教育厅、省
旅游发展委员会《关于遴选
推荐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
基 地 的 通 知 》的 要 求 来 确
定，在省直有关部门和各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旅游发展
部门推荐基础上，经专家评
议，拟命名山东省山青世界
青少年实践活动中心等65个

单位为第一批“全省中小学生
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公示
名单“免票说明”一栏，绝大多
数公示基地显示“学校研学活
动免门票”“所有青少年学生
全免票”“无门票”等字样。

在公示的65家研学实践
基地中，部分景区已经开始
承接研学旅行团队，例如位
于临沂市沂水县的山东萤火
虫水洞，仅今年夏天的3个月
时间，就接待了两万余名中
小学生。

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
批“中国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名单，烟台张裕葡萄
酒文化旅游区入选，成为首
批10家入选企业之一，是省
内独一份。

在第二届全国工业旅
游创新大会上，国家旅游局
发布了国家工业旅游示范
基地规范与评价标准。其中
说明，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
地代表国内工业旅游发展
最高水平。

截至目前，山东省共有
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1处，
全国工业旅游创新单位3个，
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39
家，评选出全省首批工业旅
游示范基地20家。

近期，省政府办公厅
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工业
旅游发展的意见》，力争到
2020年建成10个国家工业
旅游示范基地，把工业旅
游培育成旅游发展的新领
域和工业转型的新动能。

葛相关链接

烟烟台台张张裕裕入入选选
首首批批国国家家工工业业旅旅游游示示范范基基地地

6600余余项项冬冬季季旅旅游游活活动动
带带您您畅畅游游泉泉城城

本报济南1 2月2 7日讯
（见习记者 王鑫） 2018年
元旦即将到来，济南市旅发
委联合各县区旅游部门，精
心策划了60余项冬季旅游活
动和产品。

2018年新年，泉城夜宴
“夜逍遥”、“泛舟行”两大项
目将隆重登场。届时，游客可
以按照陆线和水线两条赏游
途径，在光影互动中欣赏大
明湖、趵突泉、五龙潭等39个
济南夜景。

凡在金象山微商城购买
滑雪票的游客，加1元即可体
验原价30元的大型室内冰雕
乐园。有22个原生态民俗文
化村的九顶塔滑雪场，推出
三天两夜冬令营、新春祈福
会等活动。另外，济南卧虎山
滑雪场、世际园滑雪场、蟠龙
山滑雪场、金沙湾滑雪场等

也都推出了各种优惠活动。
济阳恒健海棠湾康养旅

游城推出4月份之前118元/
人的优惠价格；设有66个不
同特色温泉池的商河温泉基
地，推出含死海漂浮、鱼疗项
目的温泉套票168元/人。

天下第一泉风景区将举
办第三十九届趵突泉迎春花
灯会；千佛山风景名胜区元
旦期间在景区正门牌坊广场
设新年许愿墙，供游客祈福
平安；红叶谷景区举办新年
民俗大联欢，游客可参与踢
毽子、推铁环、跳皮筋等民俗
活动比赛项目。

另外，元旦、春节假期期
间是全家共享亲子之旅的时
刻，前往济南方特东方神画、
商河县花卉苗木大世界赏梦
幻灯光秀等活动也成为不错
的选择。

本报济南1 2月2 7日讯
（记者 许亚薇 通讯员
郝辉） 近日，泰安市泰山区
旅游业“资源共享 协同发
展”论坛暨泰山旅游职业教
育集团成立大会在泰山文化
产业中专学校成功举办。

泰山旅游职业教育集
团是由旅游、教育、经信等

政府部门牵头，以泰山文
化产业中专学校为载体，
联合泰山区A级景区、旅游
特 色 村 等 4 0 余 家 涉 旅 企
业，共同参与组建的产学
研联合体，实现旅游教育
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互动，
着力培养旅游应用型服务
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泰泰山山区区成成立立
旅旅游游职职业业教教育育集集团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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