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会城市群旅游联盟工作会议召开

明明年年推推一一卡卡通通可可畅畅游游八八城城市市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 (记者

薛瑞 ) 近日，山东省会城市
群旅游联盟召开2015年工作讨
论会议，联盟8城市拟联合赴京
沪高铁沿线城市，及青荣城际
铁路沿线城市促销。此外，还将
于明年推出“山东省会城市旅
游联盟一卡通”，囊括各市优秀
的旅游景区、酒店等优势资源，
并实现优惠。

近日，山东省会城市群旅

游联盟在淄博召开2015年工作
讨论会议，该联盟由济南、淄
博、泰安、莱芜、济宁、德州、聊
城、滨州等8城市共同组建。为
充分展示省会城市群旅游资
源，联盟计划于 2 0 1 5年 4月中
旬，由省旅游局有关领导带领
联盟城市旅游局及相关企业，
赴京沪高铁沿线城市(徐州、常
熟、扬州、南京、合肥)联合开展
促销。促销活动以线路产品推

介为主，重点推出联盟城市的
主打产品和优惠政策，如齐鲁
文 化 旅 游 线 ( 淄 博 、济 宁 、泰
安 )、泉城文化旅游线(济南)、
孙子兵家文化旅游线 ( 滨州 )
等。此外联盟城市还将针对青
烟威区域开展促销工作，联合
策划推出联盟城市贺年会产
品，打造省会城市群整体品牌。

省会城市群旅游联盟还将
加快建设无障碍旅游区，推进联

盟城市旅游一体化，计划由齐鲁
联合旅游年票发行方新中航银
商科技有限公司代为设计推出

“山东省会城市旅游联盟一卡
通”，并利用现有的庞大成熟年
票发行渠道进行最大范围的推
广和销售。该一卡通将囊括各市
优秀的旅游景区、酒店等优势资
源，以让利的方式引导游客二次
消费。

据了解，省会城市旅游联盟

成立时，“旅游一卡通”的概念就
提了出来。该一卡通除具有“山
东一卡通”特惠商户传统消费功
能外，还汇集了8城市旅行社、旅
游景区、餐饮住宿、旅游购物、休
闲娱乐等加盟单位的打折优惠
消费功能。游客一卡在手，可以
在省会城市群内实现便捷支付、
优惠消费、无限畅游，最为便利
的是能在不少景区享受优惠甚
至免费门票。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
者 薛瑞 通讯员 王瑜)
6日，泰安市旅行社联谊会暨
泰安美景假日旅游联盟供应
商会议举行。联谊会搭建了
交流合作的桥梁，让旅行社
与景区景点、旅游饭店、旅游

车队面对面，实现业务上合
作，在合作中“抱团”取暖发
展。

泰安市美景假日国际
旅游有限公司为股份制实
体性企业，由泰山文化国际
旅行社、泰山春秋国际旅行

社、泰山平安旅行社、金城
国际旅行社、双龙国际旅行
社、宏泰国际旅行社、华夏
旅行社、泰山新闻国际旅行
社、联合假期国际旅行社、
华之旅旅行社和浪漫假期
国际旅行社等1 1家旅行社
共同组成，2014年5月1日正
式成立运作。经过半年多的
运行，泰安市美景假日国际
旅游有限公司逐渐走向成
熟。

“11家旅行社抱在一起，
优势互补，整合了各家的资
源，大家共同利用，既拓展了
业务，在综合实力上也得到
了进一步的增强。”泰安市美
景假日国际旅游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联合假期国际旅行
社总经理贾海娟介绍。泰安

市美景假日国际旅游有限公
司、泰山文化国际旅行社董
事长付国辉说，2013年以来
国内旅游环境发生巨大改
变，在这种情况下，11家旅行
社提出组建旅游联盟、抱团
取暖、共度阵痛期的设想。

会上，全国导游员冠军
李宝向全国各地的旅行社代
表重点推介了“中华泰山
天下泰安”三日游产品，为旅
游企业带去更大的方便和实
惠。在联谊会上，各旅行社与
景区景点、旅游饭店、旅游车
队面对面，实现业务合作，在
合作中抱团取暖、转型升级、
总结经验，争取合作共赢。泰
安市美景假日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与部分供应商代表现场
签约。

本报泰安12月9日讯(记者
薛瑞) 从市旅游局了解到，近日
泰安联合假期国际旅行社等4家
泰安旅行社被批准通过为3A级
旅行社。

近日，按照《山东省旅行社
等级评定管理办法》和《山东省
旅行社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
(试行)相关规定，根据各旅行社
自行申报3A级旅行社的有关材
料，市旅游局旅行社等级评定
委员会对各旅行社所报材料进
行了严格考核、打分，并组织专
门考察组对各旅行社进行实地
考察验收。

经过验收，泰安五岳旅行
社、泰安市开心国际旅行社、泰
安市联合假期国际旅行社、泰
安市东岳泰山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等共 4家本地旅行社达到
3A级旅行社标准，被批准通过，
评为3A级旅行社。据了解，旅行
社 等 级 的 国 家 标 准 与 景 区 一
样，分为5个等级，从高到底分
别 为 A 级 、A A 级 、A A A 级 、
AAAA级、AAAAA级。

旅行社联谊会召开

十十一一家家旅旅行行社社““抱抱团团””求求发发展展
4家旅行社被批准

成为3A级旅行社

因供水公司火灾发电机故
障，马尔代夫首都马累遭遇全城
停水危机。马尔代夫旅游部长阿
迪布7日表示，首都马累的停水危
机不会影响到游客，欢迎包括中
国游客在内的全球旅行者放心前
来。

阿迪布当天对记者说，目前
停水只发生在首都。马尔代夫岛
屿众多，旅游多为一岛一酒店模
式，多数游客抵达马累机场后直
接乘船或水上飞机前往度假岛。
由于每个度假岛都有独立的海水
淡化厂，马累停水不会影响到游
客的出行。

针对需要在马累停留一晚
的少数游客，阿迪布说，马尔代
夫旅游部推荐游客入住有独立
储水系统的酒店，或者建议游
客坐通勤船前往邻近供水正常
的胡鲁马累岛住宿。

马尔代夫供水公司4日发
生火灾导致发电机故障，造成
马累全城停水。记者从供水公
司了解到，由于损毁严重，供水
设备可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修
复。目前马尔代夫正从其他岛
屿调集淡水支援马累，中国、印
度、斯里兰卡等国已向马尔代
夫运送救援用水。

据新快报

马代首都停水

官方称不影响游客

来自国内各地的景区、旅行社参加联谊会。 本报记者 薛瑞 摄

创“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提升公民旅游文明素质

让让文文明明礼礼仪仪陪陪伴伴您您出出游游左左右右

5万多份宣传材料

倡导文明旅游

文明出游、营造文明的
旅游环境，关系到每位游客
的切身利益。2014年第四届
全国文明城市、全省文明城
市评选活动已经开始，泰安
也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提
名城市活动。作为城市形象
平均标准之一，文明出游不
可忽视。

近日市旅游局编印《中
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中国公民出国(境)旅
游文明行为指南》、《文明旅
游十大提醒语》、《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宣传口号》等文明
旅游宣传材料5万多份，用于
宣传文明出游。在全市各大
旅游咨询站点，则利用LED、
标语、标牌、宣传品等进行宣
传。

同 时 ，开 展 旅 游 行 业
“青年文明号”创建工作和
旅 游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宣 传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
为公约》、《中国公民出境旅
游文明行为指南》，以强化

公民文明出游意识，倡导健
康、科学、文明、环保的旅游
方式和行为习惯，自觉抵制
邪教及利用宗教进行的非
法活动。并就如何提防旅游
低价陷阱、关注文明旅游与
旅游安全，引导旅游者理性
消费和合理维权等进行宣
传。

整合旅游业力量

引导游客文明出游

目前，旅游星级饭店已
经开始开展“节俭养德”、“文
明餐桌”等活动，引导游客树
立良好就餐习惯。提倡“适量
点餐”，推出半份菜、小份菜，
主动提示客人点菜搭配并提

供打包服务。开展“光盘”行
动，以“勤俭节约、文明用餐”
为主题，以“不剩饭、不剩菜”
为主要标准，普及餐桌文明
知识，推广餐桌文明礼仪，倡
导节约用餐、健康饮食，提升
星级饭店服务品位。

主要景区、景点则着力
建立文明督导制度，设立文
明监督岗，开展文明告知、文
明提醒、文明规劝，引导游客
文明游览，培养良好习惯。同
时利用LED、标语、标牌、宣
传品等形式宣传文明旅游。

为贯彻旅游团队文明旅
游行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
总结制度，全市旅行社在营
业场所醒目位置张贴《中国
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

约》、《中国公民出国(境)旅
游文明行为指南》、《文明旅
游十大提醒语》、《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宣传口号》，刊播文
明旅游公益广告、宣传片。

全面启用新版旅游合
同，在签订旅游合同时向游
客宣传倡导文明旅游理念，
引导游客在旅游过程中注
重言谈举止、注重自身文明
形象。严格执行行前说明会
制度，将旅游安全教育与文
明旅游宣传引导有机结合，
向参团游客主动介绍旅游
目的地有关情况、境外目的
地法律规定、旅游注意事项
等内容。严格落实导游、领
队责任，将文明旅游宣传引
导贯穿旅游行程始终。

本报记者 薛瑞
通讯员 赵民 王瑜

近日，全市旅行社行业
落实旅游团队文明旅游行
前教育、行中引导、行后总
结制度，各旅行社的醒目位
置都张贴了《文明旅游十大
提醒语》等贴心标语，提醒
市民文明出游。

旅行社工作人员发放材料宣传文明旅游。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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