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黄金金周周我我省省旅旅游游市市场场火火爆爆
全省共接待游客4208 . 3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309 . 9亿元

临朐县举办

第十七届红叶文化节

金秋赏红叶，醉美石门坊。10

月8日上午，中国(临朐)第十七届红
叶文化节开幕式在石门坊风景区
举行。本届红叶文化节以“红叶为
媒，文化唱戏”为主题，以“做大品
牌，注重实效，促进发展”为主线，
是一次地方特色浓郁，挖掘红叶文
化亮点，展示景区新变化的盛会。

石门坊景区是国家3A级旅
游区，石门坊红叶是临朐县旅游
产业重要品牌。为充分挖掘红叶
旅游资源，打响红叶特色文化品
牌，立足打造全国知名的红叶文
化创新主题景区，临朐县完成了
石门坊景区新一轮总体规划，分
三期加快景区软硬件建设，全面
推动景区改造提升。今年实施的
一期项目，投资1 . 2亿元，在景区
东侧新建1666米观光栈道，为游
客观赏红叶提供全新视角。同时，
完成了高标准停车场、景区道路
绿化美化等工程，启动了景区大
门、休憩换乘中心等工程，目前景
区面积已扩大至2 . 1万亩。2020年，
工程全部竣工后石门坊将成为集
自然生态、观光旅游、民俗民艺、
运动娱乐、宗教文化和休闲度假
为一体的5A级景区和省内重要
旅游目的地。 (胡明宝)

嘉华旅游黄金周

网上门票销售火爆

今年的“十一”黄金周正值
《旅游法》实施，嘉华旅游有关负
责人表示，《旅游法》的实施使今
年的国庆节长假呈现出一些新的
特点，嘉华旅游通过塑造品牌、立
体营销，打造差异化产品，推动旅
游品质化，得到了游客的认可。

黄金周前，嘉华旅游通过全
方位营销，将平面、网络以及微
信、微博等移动客户端一网打尽，
为游客提供全方面的旅游资讯服
务。同时，十一期间推出的济州
岛、额济纳、金塔胡杨林、赤峰、青
州等景点，作为差异化产品受到
游客的一致好评，无购物、无自费
的纯玩旅行更是全面提升了旅游
品质。据了解，由于团费上涨，今
年跟团出游的游客减少，但嘉华
旅游总部网上售票却出现火爆，
自10月1日至7日销售省内各地门
票11653张，散客自由行现象越来
越普遍，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周
边旅游，欣赏周边美景。

休闲宝地

10月1日，《旅游法》正式施
行，作为《旅游法》施行后的第
一个黄金周，这个十一假期备
受关注。记者从省旅游局获悉，
今年4月份《旅游法》正式公布
以后，省、市、县分别组织开展
了大规模的培训活动，全省组
织开展了人民群众满意旅游企
业评选活动，开展了以打击“零
负团费”为重点的旅游市场综
合检查周活动，积极为《旅游

法》正式实施做准备。随着政府
职能逐步到位，《旅游法》施行
的第一周效果明显。

假日期间，济南市长途汽
车站旅游集散中心正式启用。
东营市开通了旅游客运专线，
在高速公路口、重点旅游景区
设立了旅游咨询中心。烟台市
每天三次即时播报全市各大景
区“最大瞬时接待量”和“最佳
瞬时接待量”等信息。德州市为

全市5家4A级以上景区日游客
承载量进行了核算，并在网上
进行了发布。各地重点加大了
对零负团费、强迫购物、随意变
更旅游合同等问题进行了综合
检查，旅游企业诚信经营、服务
质量明显提升。

针对散客数量激增，自由
行、自驾游持续火爆的新特点，
全省各级旅游部门率先谋变。国
庆节假日前两周，省旅游局在

百度设立的“好客山东”品牌专
区点击次数从平时的6万次/周
增加到8万次/周。国庆节日期
间，网上门票预订和酒店预订
也非常火爆。假日前六天，嘉华
国旅网上售票超过1万张，是去
年同期的6 . 5倍。“十一”期间，
威海、潍坊、淄博、济宁等市旅
行社接待的团队线路报价虽然
增长20%-30%，但参团游客数
量有增无减。（李芳芳 蒋波）

《旅游法》施行首周效果明显

今年开业的泰安太阳部落
景区长假七天累计接待游客
11 . 2万人次，呈现出“井喷”
的旺势。作为全国首家将现代
游乐项目与当地博大精深传统
文化完美结合的景区，太阳部
落新颖的定位以及独特的吸引
力，深受广大游客的喜爱，自
4月3日开业以来不断刷新着省

内新开业景区门票收入和游客
接待量的新纪录，已成为泰安
旅游发展的“第二极”。

自驾游成为黄金周最热门
的出行方式，太阳部落增加临
时停车场，同时安排多辆专车
定点往返接送游客，确保游客
保持充足的体力进入景区游
玩。在游客入园方面，为了缩

短游客的等候时间，太阳部落
景区在节日期间提前一小时开
园，延迟一小时闭园，同时新
开启团队、网络预订入口，实
现团散分流，保证了入园秩序
井然。在园区，每个游乐项目
等候处均提示和告知等候时
间，对于排队时间过长的项目
则为其推荐其他项目。

记者从山东省假日旅游工作协
调领导小组办公室获悉，今年十一
假日期间，秋高气爽，天气晴好，
《旅游法》顺利实施，我省旅游市
场繁荣，群众出游安全平稳有序，
没有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投诉问题
发生。据调查测算，假日期间，全
省共接待游客4208 . 3万人次，同比
增长11 . 6%；旅游综合收入309 . 9亿
元，同比增长15 . 3%。

传统经典景区

热度不减

曲阜三孔、蓬莱阁、蒙
山、西霞口等传统景区，日
均接待游客达数万人次。其
中西霞口景区(包括神雕山野
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成山头
风景区、海驴岛风景区、摩
天岭风景区、隆霞湖风景区
等五大景区)迎接游客近三十
万人，景区外3000个免费停
车位使用率达90%以上。

济南的金象山乐园、九
如山瀑布群、济南中华民族
欢 乐 园 三 大 老 牌 景 区 依 旧
“热”力十足，金象山乐园
在国庆假期推出的“电动狂
欢节”吸引了省内外众多游
客参与，接待游客较去年同
期上涨30%左右，创下了历年
国庆接待游客量新高。九如
山瀑布群家庭出游老人、孩
子在数量上出现较大增幅，
“回家看看不如带老人出来
转转”成为长假出游的新特
色。此外，天下第一泉晋级
5A后效应凸显，泉水游“升
温 ” 引 爆 九 如 山 泉 水 寻 根
游。国庆期间，济南中华民
族 欢 乐 园 不 仅 白 天 游 人 如
织，晚上依然热闹非凡，在
其大型原生态歌舞晚会《香
格里拉之梦》的现场，每天
的观众都在几百人以上，尤
其是济南中华民族欢乐园推
出的“十艺节全国民间绝技
展演”，极限轮滑、斜走大
刀、枪尖舞蹈等绝技赚足了
游客眼球，三大经典实景剧
马战、地道战等引来游客连
连叫好。

黄金周七天假期，蒙山
旅 游 区 游 客 爆 满 、 盛 况 空
前。游客流量、门票收入、
综合经济效益，均创历史新
纪录,自驾游和团队接待游客
数量均实现大幅增长。蒙山
旅游区共接待游客74 . 56万人
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4 . 1%，
实现综合收入3 . 26亿，较去
年同比增长11 . 1%；其中，龟
蒙和云蒙两大主景区共接待
游客20 . 6万人次，与去年同比
增长4 5 . 1%，实现门票收入
1012 . 8万元，同比增长44 . 7%。

“十一”期间，我省一大
批乡村旅游景点开业纳客，众
多游客选择走进乡村田园、品
味农家风韵、感受生态休闲，
从东部海岸渔家乐到西部平原
农家乐，从北部原生态黄河湿
地芦苇荡到南部山区生态果
园，众多乡村旅游区人头攒
动，采摘游、生态游成为“香
饽饽”。

济南南部山区日均接待游
客超过8万多人次。淄博市中
郝峪村农家乐节前客房就全部

预定完毕。日照市吴家台、任
家台、乔家墩子、王家皂等主
要民俗旅游村接待游客接近15
万人次。烟台君顶葡萄酒庄首
日接待游客4000余人，热闹开
场。潍坊依托乡村资源开展安
丘蜜桃、昌乐哈蜜瓜等采摘活
动50余个。莱芜市推出了休闲
莱芜7日游、2日游和浪漫雪野
1日游精品线路，主打休闲
游、乡村游、生态游和红色旅
游产品。德州乐陵金丝小枣采
摘、夏津黄河故道森林公园金

梨采摘备受欢迎。聊城推出
“水浒民俗乡村游”、“水浒古村
落体验游”、“运河乡村田园
风情游”等特色乡村游产品。

秀美的山东乡村风光吸引
了来自北京、上海、广东等省
外中长途游客，很多游客避开
拥堵的热点景区，寻找新的休
闲旅游点，理性选择新的休闲
方式。绿道骑行、温泉健身、
乡村采摘等旅游新业态逐步受
到游客的青睐，也成为国庆旅
游黄金周新的亮点和增长点。

>> 乡村旅游持续井喷

正值全国第十届艺术节在
我省举办，借助这一良好契
机，水浒、运河、齐长城等文
化旅游产品明显升温。各地推
出一系列丰富新颖、地方色彩
浓厚、参与性强、趣味性高的
民俗文化活动，深受市民、游
客喜爱。

济南大明湖景区迎来了来
自四川羌族、藏族的艺术家
们，倾情奉上锅庄、推杆、砸
酒、献哈达、格吞等少数民族
传统民俗活动，迅速点燃了现

场游客的参与热情；千佛山
“2013年国庆游园会”汇集民
俗工艺展、特色小吃展和娱乐
嘉年华，邀请了部分民俗工艺
的传承人现场制作、展示民俗
文化，包括糖画、面塑、翻
花、草编，令人目不暇接。

潍坊市举办了第十三届中
国(青州)花卉交易会，杨家埠
民间艺术大观园“做风筝、放
风筝、印年画、看皮影”体验
民俗活动、中国(高密)第四届
红高粱文化节等一批民俗文化

活动异彩纷呈，吸引大批游客
前往。

另外，还有多台高水平的
文艺演出轮番上演。济南市曲
艺团带来的话剧——— 《泉城人
家》亮相省会文化艺术中心三
馆群星剧场，济宁市山东梆子
剧团的现代梆子戏《圣水河的
月亮》亮相山东剧院；曲阜孔
子六艺城推出的儒家文化体
验、六艺科目修习、古鲁民俗
赏析等特色文化游园活动深受
游客青睐。

>> “十艺节”引爆民俗文化游

>> 新兴品牌景区受到追捧

国庆假期，九如山瀑布群游人如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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