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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天接待游客 85 .6万人
泰安旅游市场多点开花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 记
者 路冉冉 通讯员 李祥磊
冯晓波) 2 月 2 日(除夕)0 时至 2
月 8 日(正月初六)24 时，泰山景区
累计接待进山进景点游客 412979
人，同比增长 6 . 19%；其中进山游
客 100689 人，同比增长 12 . 07%；
实现门票收入 1122 . 23 万元，同比
增长 10 . 01%，游客量和门票收入
均创历年春节黄金周最好纪录。

围绕做好“吸引人、留住人”
的文章，泰山景区继续突出媒体
促销、直接促销、政策促销、网络
促销、专题促销、活动促销、品牌
促销、境外促销等多格局、广角
度、多形式的促销举措，全力打造
泰山“海内外第一祈福圣地”品
牌。节前，连续第四年开展“泰山
文化使者”促销活动，农历腊月十
五在后石坞元君庙举办迎春祈福
香会，淄博大桥村等地的 300 多名
香客、游客集体朝山进香，拉开春
节系列活动序幕。专程赴德州、滨
州和沧州进行香客促销效果显
著，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三)，在天
外村广场举行“迎新春 祈鸿福”
活动启动仪式，假日期间累计接
待团队进山香客7000 余人。

“景区、旅行社、客运公司、香
社”四位一体的泰山祈福游绿色
通道已成为泰山香客促销的新招
牌。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
者 路冉冉 通讯员 张彪
闫晨) 2011 年春节黄金周，泰
安旅游市场游客人数和旅游收
入实现较快、平稳增长。据国家
统计局泰安调查队调查数据显
示，大年三十至正月初六，泰安
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85 . 6 万人，
同比增长 27 . 7%。

据了解，春节黄金周，泰安
国内旅游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探亲访友特点突出。受传
统观念影响，春节长假期间探
亲访友、短线旅游居多，探亲访
友 的 游 客 占 游 客 总 人 数 的
13 . 04% 。据对游客住宿方式调
查，住在亲友家和自有及亲友
第二居所的占到 18 . 85% 。二是
宗教朝拜游客大增。受祈福传
统因素和登泰山保平安的宣传
影响，今年春节宗教朝拜游客
大增。据对来泰游客问卷调查，
宗教朝拜游客占 19 . 57% ，位居
观光旅游、休闲度假之后，列第
三位。三是人均停留天数大幅
提高。据调查资料显示，假日期
间过夜游客人均停留天数为
2 . 8 天，比去年提高了 0 . 54 天。
泰安通过对住宿设施加强管理
监督，加大旅游项目投入等措
施，提升了泰安旅游的吸引力
和接待能力，游客评价进一步

提高。游客对泰安旅游服务质
量及接待设施综合评价在一般
以上的占 96 . 3 8% ，高出去年
2 . 15 个百分点，其中宾馆饭店、
购物、游览区(点)及导游服务
评价最高。

春节期间，泰安市推出了
一系列具有地方传统文化特
色的城乡旅游产品和民俗节
庆活动。创新推出贺年会“二
日游”旅游产品，以贺年宴、贺
年礼、贺年游、贺年乐、贺年福

“五大产品”为基础，以祈福、
冰雪、赏花、狂欢为主题，整合
老县衙旅游文化街、花样年
华、水浒古镇等新上项目，设
计推出了一批具有浓厚年味
的“贺年会”二日游产品。市旅
游部门在老县衙旅游文化街
举办了地方戏曲、舞狮、跑旱
船等民间艺术展演，各景区、
旅行社、星级酒店、星级餐馆
开展“抢福”游戏和送“福”活
动。市文化部门在泰山广场、
部分社区组织了舞龙、秧歌、
腰鼓、锣鼓表演，组织夕阳红
艺术团在泰山广场、天地广
场、东湖公园、南湖公园、泰山
文化广场举行了巡回演出。东
平水浒影视城里的杂耍，民俗
表演等吸引了广大游客的青
睐。

团队进山香客 7 千余人

泰山打造

祈福绿色通道

外国游客学剪窗花。 本报通讯员 夏丽苗 摄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侯旭东 刘

杨) 春节黄金周期间，东平湖景
区持续升温，水浒影视城、六工山
水浒大寨、腊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都
吸引了大量游客观光旅游。春节黄
金周期间共接待游客 14 . 6 万人，
实现收入870 万元。

春节期间，水浒影视城门外的
停车场上停满了各地牌照的车辆，
东平的景区公交增加了上百个班
次，进出影视城的游客络绎不绝，
售票处更是排起了小长龙。记者从
售票处得知，2 月 4 日甚至出现了
预备门票销售一空的情况。据了
解，东平湖景区利用“好客山东贺
年会”来整合全县旅游资源，激活
冬季旅游市场，策划了撞钟迎新、
贺岁祈福、水浒英雄闹元宵三大活
动。并推出旅游年卡、春节期间门
票一律 10 元等优惠政策，得到了
广大游客的积极响应。另外，东平
水浒影视作为新版《水浒传》的拍
摄基地和水浒文化之旅的龙头景
区，也成了外地游客体验正宗水浒
文化的最佳去处。

另外，水浒英雄闹元宵暨电视
剧《卜案》开机仪式将于正月十五
日在水浒影视城隆重举行，届时全
国最大电视剧制作公司海润集团
和香港著名演员陈浩民等众多影
视明星前来助兴。

接待游客 14 . 6万人

新版《水浒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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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福路、摸福石、绕福树、挂福牌

游客岱庙里祈求新年福气多
本报泰安 2 月 13 日讯(记者

路冉冉 通讯员 赵鹏) 兔年春
节，作为泰安“好客山东贺年会”系
列旅游节庆活动的一部分，岱庙推
出的非遗项目展示、传统戏曲演
出、风味小吃等活动吸引了大批市
民和游客。

大年初一上午 9 时刚过，前来
岱庙游玩的市民和游客就陆陆续
续从岱庙南、北门涌进院里，戏曲
演出区、非遗项目展示区等顿时围

满了人，大家看演出、尝小吃、赏民
俗……据初步统计，岱庙初一、初
二两天免票共接待游客及市民超
过了 20 万人，参观人数再创新高。

今年春节，岱庙在氛围布置和
活动安排上突出热烈、祥和和创
新，院内由人工扎制的百余株“桃
树”绽放绚丽花朵，“杨柳”吐绿，随
风摇摆，在寒冬腊月里营造出春意
盎然的阳春景色。悬挂于各处的
600 个大红灯笼及 5000 个小型红

色纸灯笼，烘托出吉祥如意、步步
登高的和谐氛围。今年在延续泰山
皮影、宁阳木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展示及击铜钱、斗鸡等民间传
统竞技活动的同时，重点打造“走
福路、摸福石，绕福树，挂福牌”这
一祈福活动。自岱庙正阳门至天贶
殿打造一条福路，游人摸福石、绕
福树、请福牌，祈求来年福气多多。
在配天门举办的“风格·挪威”版画
摄影特展，由挪威王国南特伦德拉

格郡政府策划，是岱庙首次引进的
国际性展览，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参观。

在唐槐院戏台，由泰安梆子剧
团专业演员表演的传统戏曲名段，
吸引了很多市民前来欣赏，现场不
时地爆发出喝彩和鼓掌声；庙会上
泰山驴油火烧、泰山煎饼、豆腐脑、
冰糖葫芦等民间传统小吃，使游客
和市民在游玩中品尝到了泰安的
风味小吃，一饱口福。

春节期间，岱庙内人山人海。 本报通讯员 赵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