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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三百多条三日游线路

“走出门”集中营销

“截至2013年年底，泰安三日
游接待游客量达到近万人。”日
前，泰安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在
全市导游员培训大会上表示，泰
安三日游产品串联新开发旅游项
目，协调景区统一让利，将观光旅
游和餐饮住宿捆绑营销，类似泰
安三日游这样的城市旅游目的地
集中营销，在国内尚属首创。

泰安三日游产品自5月2日正
式运营，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
合肥等地举办产品新闻发布会，
召开了全市营销大会，迅速掀起
举全市之力营销三日游热潮。为
了进一步拓展销售面，泰安市旅
游局先后与携程网签订营销合作
协议，在百度、谷歌建立了泰安三
日游搜索引擎及链接，在淘宝、欣
欣、同程、途牛网开通泰安旅游旗
舰馆，同时策划推出了旅游微电
影《i泰安》、MV《家园》，“泰安打造
三日游产品的模式，是城市旅游
目的地建设和营销模式的创新，
是对中国旅游业转型升级的有益
探索，也是山东省由区域旅游向
以城市为主体的旅游目的地转型
的标志。”泰安市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泰安三日游推出后，泰安市
三日游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完善
推出了300多条以泰山和岱庙为
主的三日游产品线路，线路数量
之多、优惠幅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2013年12月召开的三日游
营销培训会上，相关负责人表
示，泰安市旅游局将与百度、携

程等网络平台加强合作进行线
上推介，通过线上报名，将散客
拼团。同时，市旅游局还将开设

“天下泰安”微信平台和二维码
系统，在移动平台上推介和销售
泰安三日游。

166家农家乐双改

游客吃住更放心

2013年12月底，山东省乡村
旅游经营业户“双改”工作验收
小组对泰安第一批“双改”经营
业户进行了复核验收，泰安14个
村的166户旅游经营业户列入此
次复核范围。

泰安市旅游局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现在的农家乐厨房均配备
了消毒柜、电冰箱和抽油烟机，生
熟案板整齐地摆放在操作台上，
卫生间也配备了抽水马桶，提供
住宿的户家均安装了太阳能，能
够随时提供热水供客人洗澡。“整
洁的院落、富有乡村气息的农家
饭菜和舒适方便的住宿条件，已
经成为泰安农家乐的对外新形
象。今年很多基层队村党支部书
记都有过外出参观学习考察的经
历，在改造过程中也借鉴了许多
地市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农家乐厨房和厕所“双改”，
让农家乐经营者和游客都尝到
了好处，农家乐为游客提供安全
卫生的就餐环境，让游客放心、
舒心，又能赢得游客良好的口
碑，拥有更多回头客。

东平县商老庄乡副乡长张
斌表示，随着东平乡村旅游越来
越火爆，不少周边城市的游客选
择商老庄作为短途游目的地。

“游客来了就要吃好住好，改善
乡村基础接待设施条件，尤其突
出‘改厕改厨’工程，改造客房、
厨房、卫生间等硬件设施，能让
游客吃得更放心，住得更舒适。”

去年接待游客4836万

比2012年增长近500万

记者从泰安市旅游局获悉，
2013年泰安市提升旅游品牌形
象，预计全市接待境内外游客
4836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44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和14%。
据了解，2013年全市在建重

点旅游项目31个，总投资354 . 23

亿元，年内完成投资81 . 33亿元，
已经建成开业项目8个。大型主
题公园太阳部落景区、休闲体验
项目泰山宝泰隆旅游度假区地
下漂流、旅游演艺项目刘老根大
舞台和泰山情缘之石敢当等一
批新项目建成运营，促进文旅融
合，丰富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既
进山又进城”，延长了游客停留
时间，提高了旅游消费水平。旅
游项目集群推动了泰安旅游业

由依赖泰山向依托泰山多点联
动转变，由泰山半日游向城市二
日游、三日游转变。

2013年，全市共检查星级饭
店113家次，A级景区199家次，旅
行社及服务网点248家次，检查购
物商店93家次，车船公司8个，演
艺场所4个，刷卡检查导游员700

余人次，严厉打击环山路景区周
边拦车拉客、占道经营、违规收
费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优化
旅游秩序。泰安市旅游投诉中心
受理并处结旅游投诉37件，有效
维护了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全市新发展4A级景区
1家(白佛山)、3A级景区3家(东平
博物馆、东平六工山、东平贯中
园 )，目前共有5A级1家，4A级7

家，3A级18家。旅行社规模实力
明显增强，新评定3A级旅行社5

家，新发展旅行社14家，全市共
有旅行社166家、3A级旅行社16

家。星级饭店接待水平不断提
升，新发展四星级饭店2家，3星
级饭店2家，2星级饭店5家，全市
共有星级饭店60家，其中三星级
以上饭店达到37家。

泰泰安安““三三日日游游””请请来来上上万万游游客客
让更多游客进山又进城，住下来玩得开心

文/片 本报记者 邵艺谋 通讯员 闫晨 王瑜

大项目陆续开业

“拔高”岱岳旅游

2013年4月3日，岱岳区太阳
部落景区开业。景区以大汶口文
化为主线，通过情景体验的形
式，将史前文化和游乐项目有机
融合，使远古文明场景在游客面
前真实展现，是中国首家展现史
前文明的特大型主题文化景区。

岳海新天街刘老根大舞台，
是本山传媒在国内的第9家连锁
剧场，2013年国庆期间开门纳客。
剧场古色古香，分上下两层，可
同时容纳千余人观看演出。无论
从整体设计布局还是规模档次，
都可谓目前一流的二人转剧场。
刘老根大舞台泰安剧场开业之
后，“赵家班”的所有演员都可能
来演出。刘老根大舞台落户泰
安，不仅丰富了岱岳区的文化旅
游市场，也为泰山和齐鲁文化增
添了一份新的精彩。

“太阳部落、刘老根大舞台
相继开门纳客，有力地拉动了全
区旅游业的发展。”岱岳区旅游
局工作人员介绍。“十一”期间，
岱岳区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实现
了178%、386%的增速。

岱岳区泰山温泉城、天乐城
盐海神汤建成营业，加上开业以

来一直火爆的徂徕山滑雪场项
目，吸引力了大量游客纷至沓
来，出现了泰安冬季旅游“淡季
不淡”的喜人景象；刘老根大舞
台是泰安冬季旅游产品的新成
员，因其不受气候冷暖的制约，
冬天的到来也未影响游客观看
演出的热情，每天的演出几乎场
场爆满。而天颐湖旅游风景区与
大汶河的冬季湿地观鸟及徒步
健行项目，则成为户外爱好者冬
季休闲的重要选择。这些冬季景
点成为山东省独树一帜的“冬季
游景点集群”，泰安冬季旅游被
激活。

微信、微博、微电影

营销推广旅游品牌

“2013年，岱岳区不少旅游项
目建设取得新成果。”岱岳区旅游
局工作人员介绍。太阳部落团队
接待餐饮楼已建成投入使用，二
期项目文明之光、地心历险、远古
大战等七个项目已开工建设，部
分项目将于今年“五一”运营。

徂徕山滑雪场新增高尔夫
练习场、高山滑轨和魔毯项目，
旅游功能进一步完善，首届徂徕
山滑雪节正在火热进行中；泰山
御泽苑项目一期主体已建设完
成，正在进行装修，二期酒店公

寓正在建设；天乐城三期商务中
心主体已建设完成，正在装修，
盐浴配套设施正在建设。

泰山温泉城二期工程15栋产
权式山景温泉酒店已部分封顶；
泰山白马禅寺风景区项目饮马
池，素食斋已建设装修完成，15套
商务会所主体已完工，现正在进
行装修。盛世仁和庄园项目已完
成一期420亩葡萄种植，酒堡主体
已完工，正在装修。大汶口遗址公
园保护规划景观规划已完成。

目前，正在对岱岳旅游信息
网进行全面改版，即将开通“岱岳
旅游信息网”手机版和“泰山·岱
岳旅游”官方旅游微信、微博，并
将拍摄制作微电影，全面展示岱
岳休闲旅游魅力。今年，岱岳区将
推出全区旅游形象宣传语和形象
标识，全面铺开国道、省道、重要
县乡道路旅游交通标识牌设置工
程，开展高铁沿线城市旅游大篷
车宣传促销活动。通过拓宽宣传
渠道，不断提升岱岳旅游影响力，
打造“休闲岱岳”旅游品牌。

打造特色乡村游

入选全国示范县

为启动新一轮乡村旅游，
2 0 1 3年，岱岳区委主要领导带
领部分区直部门、乡镇党委书
记、村书记赴河北武安、山西昔
阳、淄博等地考察乡村旅游项
目，部分乡镇(街道)也先后组织
人员赴乡村旅游发展先进地区
考察学习，进一步开阔了发展
思路，促进了乡村旅游发展。

2013年，岱岳区被农业部、
国家旅游局认定为全国休闲农
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徂徕镇
被省农业厅、省旅游局认定为
山东省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
范点，道朗镇里峪村被评定为
山东省乡村旅游特色村。金凤
岭生态园成功迎接山东省观光
旅游畜牧业现场推进会观摩，
并被评定为山东省畜牧旅游示
范区。

岱岳区被列入全省首批33

个乡村旅游规划编制扶持县，
省级扶持资金已经到位，省旅
游规划设计研究院正在编制全
区乡村旅游发展总体规划。道
朗镇里峪村被列为全省首批乡
村旅游重点扶持村，扶持资金
已到位。

滑雪、泡温泉、看演出……

冬冬季季旅旅游游大大项项目目让让淡淡季季不不淡淡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徐峰 刘传丽

去年“两会”期间，岱岳区收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旅游方
面的建议、提案共计26件，涉及“提高旅游业运营与管理质量”、

“提高游客满意度”、“加强旅游业宣传营销”、“强化资源开发
丰富旅游项目种类”等四个方面。

2013年，岱岳区加快建设全国知名的最佳休闲目的地。太
阳部落、刘老根大舞台相继开门纳客，有力地拉动了全区旅游
业的发展。接待游客8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8 . 64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24%、88%。

2013年，是泰安
旅游业收获满满
的一年。在全国旅
游业稍显颓废的
形势下，泰安市对
外强势推出三日
游产品，在全国重
点城市推广营销。
对内加速开发乡
村旅游，依靠大项
目开发、旅游服务
标准化建设、旅游
市场环境优化，提
升泰安旅游品牌
形象。2013年全市
预计接待境内外
游客4836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
441亿元，同比分别
增长11%和14%。

2013年“十一”长假期间，泰山景区游人如织。（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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