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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旅游局就2014
年春节出境游安全发布消息，
提醒市民做好准备工作，加强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树立依法
理性维权意识，时刻与家人保
持联系等。

出境旅游可先关注外交部
网站、中国领事服务网上发布
的“海外安全”等相关旅行提
醒信息，充分了解前往国家及
地区的最新安全状况，谨慎或
避免前往近期恐怖袭击频繁发
生、安全形势恶化或局势不稳
的国家和地区旅游。密切关注

并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卫
生、交通、自然灾害、社会治
安等情况及应急救援电话等。

选择资质好的旅行社并签
订合同，避免旅游纠纷。有关
证件和文件等应留存复印件，
一份随身携带，一份留存家
中，以备不时之需。积极购买
个人旅游意外保险。出境旅游
须办妥签证，带齐护照、往返
机票、邀请函、境外旅游保险
(有的国家还需要健康证明及疫
苗接种书)等所需证件和文件，
仔细核对有效期，避免入出境

受阻。尽量多掌握目的地国家
和地区有关法律法规，特别是
目的地海关关于随身携带物品
数量和品种的规定，做到有备
无患。

外出旅游时，要听从导游
或领队人员的安全提醒，注意
看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
避免丢失。注意行车交通安
全，遵守交通法规。随时留意
治安等安全风险。外出时请尽
量使用银行卡，不要携带大量
现金。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旅
游项目并尽量避免独自从事探

险旅行。避免在不安全海域、
水域游泳，尽量结伴活动并配
带救生设备。境外旅游遇突发
事件时保持冷静，并及时与当
地警方和中国使领馆联系。

当遇因不可抗力因素造成
的旅游项目、路线或行期变更
时，要依法理性维权，冷静面
对困难，合情合理地表达合法
诉求，避免因维权方式不当给
自身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伤
害。同时，要加强文明出游意
识，了解并尊重当地民众在行
为、衣着、饮食、拍照等方面

的风俗和禁忌。出境旅游时请
入乡随俗，举止得体，注重形
象，文明出游，展现中国游客
的良好形象。

在出发前，给家人或朋友
留下一份出行计划日，约定好
联络方式，旅行期间及时与亲
友保持联系，以免家人担心。
出境旅游请在护照上详细写明
家庭或朋友的地址、电话号
码，以备紧急情况下有关部门
能够及时与他们取得联系。

(综合)

国家旅游局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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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形美观、颗粒饱满，且
有亮丽光泽，籽粒分布均匀密
实，汁多肉厚，品尝后唇齿留
香……在如此寒冷的季节里，能
令人垂涎的水果非草莓莫属了。
近日，记者来到沂源县鲁村镇于
家石沟村安信农庄采摘基地，一
反北方冬季的萧瑟和干枯，这里
却是既热闹又温馨。

走进一号草莓棚里，随即
被地上鲜红的草莓吸引，阳光
的照射下，它们红得透亮。
“从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看的
草莓，关键是非常好吃，甜美
极了。”正在采摘草莓的游客
张女士大声地呼喊着同伴，像
是发现宝贝一般，头也不抬地
在地上搜索着。眼下正是草莓
生长的好时节，安信农庄吸引
了众多来自周边城市的游客，
让萧条的冬季变得生动、有趣
起来。

众所周知，沂源县是我省
海拔最高的一个县，由于气候
和自然条件得天独厚，造就了
优美的风光和富饶的农业资
源，这里农民收入的70%来自
林果业，年产果品10亿公斤。

如今，经过市场的引导和老百
姓经营思路的转变，单纯的农
业生产开始向农业观光转变，
每年有三个季节都是沂源县旅
游观光的好时候。不过，一到
冬天，漫山遍野的苹果树都变
成了“光杆”，为了丰富冬季
乡村旅游，沂源安信农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老总李第章将目标
瞄向了有机农业。

“公司有22个有机蔬菜大
棚，目前最受欢迎的观光体验
项目是草莓采摘，专家们刚刚
对我们的草莓做了鉴定，是绝
对的精品优质草莓，很受游客
们喜欢。现在农场刚刚起步，
我的目标是为老百姓生产出最
纯正的有机菜。”李第章话不
多，却句句有分量，而观光农
业也正是安信农场发展的方
向。农庄还吸纳了几十个当地
百姓在此打工，除了每月基本
工资外，还可以从采摘作物中
抽提成，解决了一部分留守在
家的剩余劳动力。

作为我省2013年重点培育
的乡村旅游示范县，沂源县近
年来一直将建设现代农业园

区、标准化农业生产基地和创
建休闲农业观光景点有机结
合，全县现已建成以安信农庄
为代表的110处现代示范园区。
这些园区立足生产、生态和生
活三个层面，不断拓展都市农
业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科
普体验、文化传承等功能。

在沂源县，另外一个不能
忽视的热闹地方还有张家坡镇
阳三峪村，这是一个远近有名
的特色养殖村。寒风料峭的季
节，村支书田月水还在百里崖
农场巡视着他所饲养的黑山鸡、
黑山羊和黑野猪。“这三种黑色
的牲畜，绝对是最原生态的食
材。六万多只鸡在山涧里生长，
从来不吃人工的饲料，味道自然
也是最纯正的。”田月水骄傲地
介绍着自己的“宝贝”们，正值置
办年货、走亲访友的时节，每斤
上百元的黑山鸡和黑猪肉根本
不愁卖。

目前，在田月水的带领
下，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旅
游旺季的时候，大批游客到生
态养殖场体验抓鸡、抓羊、捡
鸡蛋、采摘等项目。村里还有

养殖合作社和农产品供销社，
村里多数农民开起了农家乐，
有100多个劳动力供职于公司和
合作社，有效地带动了农民发
展旅游的积极性。

“由于交通和信息闭塞等
原因，小山村的农民挣钱不容
易，只能通过种庄稼、果树或
者打工来养家。现在，我们利
用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起了乡
村旅游，不但增加了农民收
入，还让他们增长了见识，生
活变得更充实。”田月水介绍
说，他正在筹划着将村里的农
家乐标准化，借着全省重点发
展乡村旅游的机会，将农民的
生活水平再提高一个档次。

沂源县原副县长王本富曾
经分管农业，几十年来，他见
证了沂源县农业翻天覆地的变
化。“发展乡村旅游，让老百
姓的身份有了转变，从农业生
产转向农业经营，也是第一产
业向第三产业的转变，不但物
质水平有了极大提升，精神生
活也更加丰富，文明程度自然
也有大的跨越。”

现代乡村游

□李芳芳

一一个个果果业业大大县县的的旅旅游游之之路路
——— 记省级重点乡村旅游示范县沂源

一年一度的春节渐渐临近，
过节送礼可谓是一门学问，既不
能和以前重复，还要有特色、让
对方满意，想了半天发现要购买
到合适的礼品真的很难。

而山东物产丰富，17地市都
有别具地方风味和代表性的产
品，如阿胶、德州扒鸡、莱芜香
肠、周村烧饼、微山湖湖产、长清
木鱼石、泰山玉……作为“济南

市区最大的特产民俗文化广场”
位于大明湖西南门明湖湾一层
的山东优特·济南馆面积达2200
平米，馆内分为优特山东特产
大卖场、济南特色农产品展销
区、济南(山东)民俗手工艺大
师现场表演制作区、精品旅游
商品品牌馆等区域。目前已有
红线女鲁绣坊、剪纸、宏济堂
阿胶、笨八戒黑猪肉、齐鲁第

一肘等多家品牌进驻；优特山
东特产大卖场汇集了“山东名
优特产”、“中华老字号”等
知名品牌百余种，“保真、平
价、特色”是最为显著特点，
2300多种商品全部厂商直供。
优特山东特产连锁超市作为山
东省内最大的特产连锁销售企
业，自2010年2月至今，已在济
南、泰安、青岛、威海、菏

泽、济宁等城市和京沪高铁(山
东段)全部客站开设了连锁超市
46家，仅在济南市区就有大明
湖、泉城广场、大观园、火车
东站、洪楼广场、汽车东站等
多家分店。为方便外地顾客及
不方便到店的顾客，优特上线
了 淘 宝 店 h t t p : / /
utlysp.taobao.com,真正做到山
东特产一站购齐！

近日由山东省旅游局命名
的2013年度“山东省农业旅游
示范点”名单公布，即墨市有
6家旅游企业上榜，分别是青
建陌上春生态观光园、日月谷
山庄、华盛太阳能农庄、鳌善
生态苑、灵泉葡萄采摘园和玫
瑰小镇生态产业观光园。

近年来，即墨市为拓宽旅
游产业发展渠道，以打造“工
农业旅游示范点”为契机，深
度整合旅游资源，开发旅游精
品项目，完善旅游基础设施，
目前已拥有省级工业旅游示范
点2处、青岛市工业旅游示范
点2处、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
点1处、省级农业旅游示范点1

处、青岛市农业旅游示范点12

处。 (综合)

贺年会快讯

即墨新增6家

省级“农业旅游

示范点”

今年，烟台市区离岸最近
的岛屿崆峒岛将开启生态修复
二期工程。工程完工后，烟台
近海将增添一个全新的高端旅
游度假区。

近年来，受自然和人为因
素影响，崆峒岛自然岸滩功能
减退，岛屿的自然景观和资源
受到破坏，发展旅游无从谈
起。要修复岛屿自然景观，工
程量庞大，如何在修复的基础
上增添新意也是不少人关注的
焦点。烟台市芝罘区海洋与渔
业局副局长杨亮表示，包括岸
滩补砂整治、码头加固清淤、
更新海水淡化系统设备和采购
发电机组等四部分在内的一期
修复工程已初见成效，岸滩修
复总长约1577 . 5米。

近期，由烟台市芝罘区海
洋与渔业局上报的崆峒岛生态
修复二期工程获得山东省海洋
与渔业厅批复，获得专项资金
1800万元。杨亮表示，二期工
程将新建一座污水处理厂，对
污水进行生化处理，达到一级
排放标准；清理东南侧岸线垃
圾并修建护岸，对原有岸线进
行保护；对养殖码头南北侧岸
滩的养殖垃圾进行清理，拆除
废弃的养殖大棚；恢复沙滩原
貌，重现碧海蓝天的景象。按
照相关规划，崆峒岛将建设中
国北方高端休闲旅游度假区目
的地和国家级生态旅游度假
区。 (综合)

崆峒岛将建高端

休闲旅游度假区

节节日日礼礼品品不不用用愁愁，，1177地地特特产产一一站站购购
——— 山东优特·济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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