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001177年年聊聊城城旅旅游游十十大大热热点点新新闻闻出出炉炉
京杭运河(聊城段)、乡村旅游、“厕所革命”等均位列其中

2017年8月1日上午，京杭
运河(聊城段)沿线生态水系建
设项目样板段工程正式开工建
设，拉开了聊城市运河保护开
发的帷幕。样板段工程地处湖
南路以南、南外环以北的运河
沿线，长度3 . 3千米，工程投资
约2 .9亿元。京杭运河(聊城段)
沿线生态水系建设项目样板段
工程位于聊城市城区南部，主

要围绕京杭运河(聊城段)沿线
展开，共分两个区段。第一段自
沉沙池至徒骇河段，项目将升
级改造沉沙池，开放滨水公共
活动空间，打通绿化断点，增强
滨水岸线与腹地空间的联系。
第二段自徒骇河至南外环段，
徒骇河南侧将规划建设凤舞花
丘，该段运河规划河道在原二
干渠河道的基础上拓宽改造。

京杭运河(聊城段)项目步入开发阶段
样板段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2017年3月21日，聊城市
旅游发展集团成立。旅游发展
集团主要承担聊城市“运河、
古城、东昌湖”文化旅游资源
开发建设、文化旅游设施投
资、文化旅游产业投融资和经
营管理、文化旅游发展和创意
开发等职责，实行“融、投、建、
管”一体化运作机制。将整合

“河、湖、城”文化旅游资源，打
造集运河文化、古城文化、水
城生态文化于一体的具有鲁
西特色和较强市场核心竞争
力的大型文化旅游发展集团，
构建聊城市“大文化旅游”产
业发展投融资平台、营销平台
及主要文化旅游项目运营平
台。

聊城市旅游发展集团成立
构建大文化旅游运营平台

2016年11月，东阿县成为
聊城市唯一一个“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创建单位。2017年
东阿县围绕“养生养心旅游目
的地和以阿胶为核心的大健
康产业城市为战略定位”的目
标，以打造宜居宜游的生态空

间为基础，以构建高品质服务
网络为依托，大力实施城市建
设、产业对接、设施配套、服务
跟进，全面加大旅游特色产品
的深度开发和生产力度，凸显
东阿的地域特色、放大东阿旅
游的品牌效应。

聊城市东阿县全力创建
“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2017年4月18日，在聊城
市委副书记陈平，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郭建民的带领
下，聊城市国土、农业、财政、
住建、公路、发改、交通、林
业、水利、扶贫、旅游等十余
部门的负责人，以及全市各
县(市、区)分管旅游的负责
人，走进江北水城旅游度假
区刘道之温泉旅游度假村、

茌平县肖庄镇许庄村、高唐
县泉聚苑养生休闲旅游度假
村等乡村旅游点进行观摩，
并召开聊城市乡村旅游现场
观摩会。市委副书记陈平强
调，要抓住时机，全力推进聊
城乡村旅游更好更快发展，
全市要培育乡村旅游综合体
22处，打造运河人家等十大旅
游文化品牌。

聊城召开乡村旅游现场观摩会
促进全市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者
杨淑君) 日前，记者了解到，

聊城将投资3000万元在东昌湖
水城明珠剧场东侧水面建设大
型音乐喷泉，该项目预计于今

年6月20日前建成投入使用。
超美超酷炫的音乐喷泉终

于要现身聊城啦！听到这个消
息，不少聊城市民又暗暗高兴
了一把。据悉，该项目音乐喷泉

设计及施工，最高水柱高度要
求不低于100m，跨度不低于
120m。设计理念将选取符合聊
城当地文化的主题进行设计，
通过综合水、声、光等手段营造

出具有东方韵味的大型水上景
观音乐喷泉。整体布局与东昌
湖及水城明珠剧场周边的环境
协调统一，整体设计效果、选用
设备、表演效果均将达到国内

一流水平，同时根据聊城当地
历史、文化、人文等为主题和内
容，科学设计节目内容，合理安
排节目时间，使观众轻松接受
要传递的内容和信息。

聊聊城城将将投投资资33000000万万在在东东昌昌湖湖建建音音乐乐喷喷泉泉
该项目预计于今年6月20日前建成投入使用

2017年8月11日，第五届
世界摄影大会走进聊城考察
采风。国际摄联主席里卡尔
多·布西出席活动，中共聊城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郭建
民陪同活动。来自美国、意大
利、西班牙、比利时、希腊、
荷 兰 、科 威 特 、新 西 兰 、韩

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波兰、阿根廷等42个国家和
地区的330位知名摄影师聚
焦聊城，先后来到水城明珠
大剧场、西城门楼、明清圣旨
博物馆、光岳楼、运河人家、
山陕会馆等地，在惊艳于古
城美景的同时，纷纷拿起“长

枪短炮”，用自己独特视角来
发现并记录着“江北水城”的
神韵。世界摄影大会被誉为
全球摄影界的“奥林匹克”，
这是中国首次赢得世界摄影
大会的举办权，规模空前，将
会在国内外产生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

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走进聊城
用镜头将聊城之美推向世界

2017年10月28日上午，聊
城旅游吉祥物“聊娃”发布仪
式暨“聊聊聊城”系列活动启
动仪式举行。“聊娃”以其可爱

的形象与独特的设计理念深
受大家的喜爱，“聊娃”头部的
光岳楼剪影与凤翎，腹部的葫
芦与荷花，腿部的城墙垛口与

水花纹路，处处透露出聊城
“水、绿、洁”的城市发展理念，
也是在向外界传达着“好客山
东”的品牌精神。

聊城旅游吉祥物“聊娃”发布

2 0 1 7年6月1 7日，运河
聊城·情系刚察，聊城、刚察
风情体验日活动拉开帷幕。
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聊
城 市 于 2 0 1 6 年 7 月 选 派 教
育、旅游、卫生等部门组成

的援青干部赴青海省海北
州刚察县开展为期三年的
援助工作。聊城市旅发委与
刚察县积极沟通交流，并整
合构建协同共享的城市信
息平台。利用同程旅游线上

旅游平台和线下体验门店
宣传推介两地旅游资源，建
设完成刚察县旅游政务网、
官方微信平台；搭建游客便
捷通畅走廊，实现资源共享
客源互送。

“运河聊城·情系刚察”旅游风情日启动
将构建共享城市信息平台

聊城深入“旅游厕所革命”
助推全域旅游大发展

近3年来，聊城市在旅游
景区、加油站、交通集散点、
乡村旅游点、旅游餐馆、城市
商业街、大型商场等游客服
务场所应新建和改造提升旅
游厕所近两千座。根据山东
省旅发委“三年工作计划两

年完成”的工作要求，2015—
2016年，聊城市新建旅游厕
所388座，改建1653座，共计
2041座，提前超额完成三年
厕所建设计划。截至目前，旅
游景区厕所已完成总投资
2199 . 2万元。

2017年7月27日，住房城
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对第二
批全国特色小镇进行公示，东
阿县陈集镇上榜，成为聊城
市唯一一个进入榜单的特色
小镇。近年来，陈集镇抓住这
个阿胶极具特色的产业，做

好阿胶文章，形成了以陈集
镇为辐射的阿胶产业集群。
围绕建设阿胶小镇，加快基
础设施和阿胶全产业链建
设，使企业形成产学研共享，
优势互补抱团发展的格局。
同时，陈集镇还发展黑毛驴

养殖产业，目前，集群内共建
设黑毛驴养殖场42家，存养
量4万头。结合阿胶小镇的规
划建设，打造集健康休闲娱
乐于一体的养殖、种植、采
摘、观光旅游线路，延长助推
了阿胶旅游产业的发展。

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公示 东阿县陈集镇上榜

第十一届冬至阿胶滋补节开幕
东阿阿胶打造全国首家5A工业旅游景区

2017年12月22日，第十
一届冬至阿胶滋补节在聊城
东阿县隆重开幕。开幕式上
颁发了“阿胶杰出创新奖”、

“阿胶杰出贡献奖”和“全国
中医妇科引领奖”等奖项，并
举行了传承人限量版阿胶冬
至 首 发 仪 式 。从 2 0 0 7 年 至

今，冬至阿胶滋补节已经成
功举办了十一届。2016年年
底，在全国工业旅游创新大
会上，东阿阿胶旅游景区成
为首批国家工业旅游创新单
位。东阿阿胶将工业旅游与
健康养生游有机融合，重点
打造阿胶世界、东阿阿胶城、

毛驴主题乐园、中国阿胶博
物馆、毛驴博物馆等为一体
的东阿阿胶养生体验旅游园
区，打造国内独有、国际一流
的中医药旅游产品，努力打
造全国首家 5A级工业旅游
景 区 ，预 计 年 可 接 待 游 客
150万人次。

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走进聊城考察采风。

本报记者 杨淑君 谢晓丽 通讯员 胡海涛

1月19日，聊城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遴选出的“2017年聊城旅游十大热点新闻”向与会媒体
征询意见，并向社会公布。记者了解到，京杭运河(聊城段)
样板段工程、乡村旅游、“旅游厕所革命”、聊城旅游吉祥
物等均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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