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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气气冷冷了了滑滑雪雪游游热热了了
旅行社推多条体验线路，济南南部山区受追捧

旅游资讯

旅游商品亮相济南特产城 40余人参加旅游执法培训

百枣纲目参展
国际糖酒会

齐河小吃入驻济南

遍地开花

近日，“2014第八届中国(山东)国际
糖酒食品交易会”在济南国际会展中心
盛大举办。此次山东国际糖酒会上，百枣
纲目共与34家省内外客户达成合作意
向，截止到11月底，已与其中的23家采购
商签订合约。

近年来，百枣纲目依托乐陵市百万
亩枣林，传承发扬乐陵上千年的红枣文
化，打破地域束缚，塑造了全国性的知名
品牌。此次参加山东国际糖酒会，百枣纲
目以乐陵金丝小枣和战略大单品夹心枣
为主推产品，借助糖酒会强力塑造百枣
纲目的品牌形象、推进旅游产品的宣传，
开拓、巩固中国市场。 (刘振)

近年来，齐河县先后培育了4家“山
东老字号”、6家“山东名小吃”和8家“德
州名小吃”。这些名小吃逐步走出齐河，
瞄准省会市场，纷纷在济南开起了连锁
店。

济南市纬一路上的“伊康牛肉”店，
生意非常火爆，经常有顾客排起长龙。店
主说，伊康斋酱牛肉是德州名小吃，口味
非常好。这家店开了两年多，产品都由齐
河的厂家每天配送过来，吸引了很多老
顾客，现在济南的连锁店已经开了10多
家。齐河的另一家老字号“圣喜酱牛肉”，
也在济南堤口路开起了店面。圣喜牌牛
羊肉清真食品是山东老字号，一来济南
市场就获得了市民认可。目前该厂正投
资建设新厂区，扩大生产规模。 (刘振)

近日，德州市旅游局举
办全市旅游执法人员培训
班。本次培训活动特邀烟台
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原所
长刘慧授课。各县市区分管
质监执法的分管局长以及一
线执法人员共计40余人参加
培训。

举办本次培训班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旅游
法》以及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
神，准确把握依法治国对旅游
法治建设的要求和内涵，全面
推进依法兴旅、依法治旅，切
实加强旅游执法机构和队伍
建设，适应旅游执法工作的新

趋势、新要求。
刘慧引用大量经典案例，

从旅游行政执法范围、旅游行
政执法权限、旅游行政主体执
法资格、旅行社业务档案规范
管理、旅游投诉处理技巧和注
意事项等方面进行精彩讲解，
幽默的讲课风格和诙谐的语
言不时赢得参训人员阵阵掌
声。

为保证德州旅游业健康
有序发展，德州市旅游局不断
加强旅游质监队伍自身建设，
增强依法行政意识，提高工作
水平和工作效率，加大力度规
范旅游市场秩序，切实保障全
市旅游市场规范有序发展。

(刘振)

近日，2014省会城市群
经济圈特产交流会在济南特
产城拉开帷幕，德州市十余
种旅游商品亮相济南。展销
会在12月4日至12月10日期
间设立了德州、聊城主题周，
圣喜酱牛肉、夏津椹果颐酒、
梁子黑陶等地方特产也纷纷
作出打折买赠等优惠活动，
现场销售十分火爆。

本次活动以城市为单
位，每周1-2个城市主题，并
配以城市地域特色民俗文
化、手工艺表演和美食、特产
品鉴会，将省会城市群各地
市具有地方特色和文化内
涵，具备较高影响力、美誉度
的商品推介给市民和游客。

德州市在展会现场设置了专
门展位，组织梁子黑陶、圣喜
酱牛肉、乐陵小枣、夏津椹果
颐酒、椹叶茶等十余种旅游
商品参加展销。

梁子黑陶文化园是集生
产、销售、服务于一体的黑陶
文化产业基地，黑陶产品主要
有复古蛋壳陶等七大门类两
百多个品种。圣喜酱牛肉迄今
已有一百余年的历史。精选鲁
西大黄牛为原料，在继承祖传
配方的基础上，辅以肉蔻、砂
仁、丁香等20余味天然名贵佐
料，加老汤秘制而成，产品已
荣获“齐河特产”、“山东名
吃”、“山东老字号”等名号。

(刘振)

本报12月15日讯 随着
气温的不断走低，又到了一
年滑雪季，滑雪产品开始进
入旅游产品的热卖榜。德州
周边的各大滑雪场已经纷纷
开门迎客，多家旅行社推出
了滑雪线路，喜欢滑雪的市
民可以在皑皑白雪里一试身
手了。

记者了解到 ,德州各大
旅行社都推出了滑雪游 ,滑
雪游的旅游目的地主要集
中在济南南部山区 ,金象山
滑雪场、九顶塔滑雪场和卧
虎山滑雪场三大滑雪场的

旅 游 直 通 车 已 经 开 通 。譬
如，德州红叶国际旅行社推
出了“九顶塔之舞一日游”，
这两天吸引了大量游客咨
询报名，其中不少是全家出
动，大人带着孩子去滑雪的
占到一大半。天衢路一家旅
行社工作人员称，“冬季是
传统旅游淡季，不过这两年
滑雪、泡温泉特别火，不光
能 观 赏 风 景 ，还 能 锻 炼 身
体，这种体验式旅游也是近
几年的发展趋势。”

济南南部山区一家滑
雪场的工作人员称，最近几

年，滑雪旅游受到越来越多
市民的喜欢，每年一进入到
12月份，周末滑雪场都是基
本爆满。“如今滑雪者的年
龄层次也越来越广了，雪场
专门开辟了儿童滑道、初级
滑道等比较平缓的滑道 ,这
样给初学者带来更多的滑
雪乐趣。”

“平时忙工作和孩子交
流少，周末就带着孩子一块
去滑个雪，玩的过程中能增
进感情，还能锻炼身体。”家
住东方家园的市民李女士
称，大多数景区大冷天的都

不适合出游，而德州附近有
不少运作成熟的滑雪景区，
听说莱芜也新开了一家滑
雪场，利用周末时间一天就
能来回，玩起来也特别新鲜
刺激，每年冬天滑雪都是出
游首选。

据了解，除了济南南部
山区滑雪景区，内蒙古、东北
的滑雪线路也慢慢进入大众
的视线。部分旅行社推出了
内蒙古呼伦贝尔的滑雪产
品，游客们正好可以参加内
蒙古的“冬季滑雪那达慕”。

(刘振)

为全面做好冬季
尤其是“两节”(元旦、春
节)旅游高峰时期以及

“两会”时期的安全生
产工作，从2014年12月
至2015年3月底，德州将
在全省旅游系统内组
织开展为期四个月的
旅游安全隐患大排查、
大整治专项行动。

据了解，这次排
查整治重点包括旅行
社安全、星级饭店和A
级景区安全管理、直
属单位安全监管工作
等多个方面。譬如，星
级饭店和A级景区安
全管理方面，将重点
整治星级饭店和A级

景区的设施设备未取
得消防、卫生、质检等
部门的安全检验许可
资质的现象。

“重点排查整治
旅行社未建立安全责
任制度，未完善安全
防范措施，整治旅行
社违规租使用无营运
手续或达不到相应经
营范围的旅游包车客
运车辆运送游客，且
未与旅游包车客运经
营 单 位 签 订 租 车 合
同。”德州市旅游局工
作人员称，整治旅行
社未制定应急预案和
应急管理措施，未及
时开 展 应 急 演 练 活

动，安全教育和培训
工作不到位，旅行社
管理人员及导游员不
能熟练掌握旅游安全
常识和《山东省旅游
安全管理有关规定》，
无法做到按规定上报
事故等等行为。

记者了解到，此次
行动对重大安全隐患
整改不到位的该停业
整顿的企业要坚决停
业整顿，该关闭取缔的
要坚决关闭取缔；对未
取得消防、卫生、质检
等部门的安全检验许
可的涉旅企业坚决取
消其相应旅游服务等
级资格。 (刘振)

大排查大整治冬季旅游安全隐患

重大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的，面临停业整顿或关闭取缔 王先生在小县城做物流
业务，他说：“由于是县城，做
物流的比较少，平时我们的
业务辐射半径大约50多公
里，油耗一直都是我最关心
的问题。”“看过很多种车型，
空间足够大的，排量又过大；
排量比较合理的，空间又达
不到我的标准。直到遇见了
菱智V3，才觉得这款车是真
正的适合我们”。菱智V3是
真正的“黄金小排量”，采用
技术成熟1 . 5升三菱4G15S
发动机，达到国 I V排放标
准，环保节能，充分满足王先
生低油耗的要求；同时菱智
V3拥有2800mm的超长轴
距，4645mm×1695mm×
1940mm的车身尺寸，再辅以
灵活的座椅组合方式，车内
容积高达4400L，可以轻松
收纳各种快递物件；820mm

× 1 1 0 0 m m 的 侧 门开 度 ，
1250mm×1220mm的尾门
最大开度，对于王先生取件、
放件都十分方便。

如果说大空间、低油耗
是王先生选购菱智V3的理
由，那么高性价比就是沈小
姐敞开心扉迎接菱智V3的
密钥。沈小姐说：“这四年来
我一直都开着网店，并且兼
职练摊 ,我希望毕业后能把
我的店铺规模做大。因此寻
思 购 买 一 辆 高 性 价 比 的
MPV车型，以方便我创业。”

“这次广州车展我每个展馆
都进去看了，东风风行新推
出的2015款菱智V3让我非
常满意，商务气质浓厚的外
形，舒适人性化的配置，售价
却只要4 . 99万元，我当时就
预定了”。

“黄金小排量 体面大

空间”以及高性价比是菱智
V3的鲜明标签，这一点婚庆
公司的老板程先生也深有感
触。4 . 99万元就能买到正宗
的商务车实属不易，程先生
说：“起初我们带着新人看会
场时用的车辆不够档次，影
响了客户对我们的评价。前
不久刚刚添置了菱智V3，纯
正的MPV血统就不用多说
了，外形简约而不失大气，时
尚又不失档次，更主要的是
它的内饰及配置，商务化的
内饰风格，舒适的座椅，让客
户坐在里面既舒心又安心”。

业内人士指出，来自纯
正MPV车型平台的2015款
菱智V3，不但解决了喜爱
MPV的基层客户的购车纠
结，也猛烈冲击了4-6万元的
大微客市场。

销售热线：０５３４-２５８２３３３

菱智V3霸气拓市 大微客标准 4 . 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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