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蠢蠢欲动的春天里，一
场以“自由派 站出来”为主题的网
络互动催生出2015年最铿锵有力的

“自由宣言”。3月22日，由爱奇艺发
起，东风雪铁龙C3-XR倾力支持的

“自由派 站出来”活动正式上线，
以马薇薇、肖骁、范 、艾力四位

“自由派”为主角的预告片首次曝
光。活动开始一周来，便在年轻族群
中引发强烈共振，一场为自由而行
动的风潮正愈演愈烈。广大“自由
派”们，可通过爱奇艺活动官网加入
C3-XR的“自由阵营”。(活动官网链
接：http://www.iqiyi.com/marketing/
C3-XR2015 .html)

此次通过“自由派 站出来”的
呐喊，将延续上市前情感营销的轨
迹，和广大自由派们做更深层次的
沟通。往前一步，便是自由。向往自
由的你，还在等什么！即刻加入爱奇
艺@东风雪铁龙C3-XR的自由阵
营，与自由拥抱，与精彩共舞！

Follow C3-XR！

“自由派 站出来”

开始招募啦！

自2009年齐鲁旅游年票发行以
来，适用范围和优惠力度持续扩大，
2015版年票已包含130个城市901家
景区的强大阵容，优惠力度总计达
三万余元，大大刺激了游客的出行
意愿，带动了淄博市周边游、生态游
迅速升温，使清明节小长假短线游
变得异常火爆。

清明节前，就有许多市民通过
电话、网络等各种渠道进行咨询办
理事宜，准备充分利用这个假期，与
家人或朋友一起出外游玩，好好放
松一下身心。旅游年卡对旅游消费
的刺激拉动效应在“清明”小长假已
尽数显现。

齐鲁旅游年票

带动淄博周边旅游

假日期间，各区县、各景区
推出登山节、赏花节及田园乡村
采摘节等旅游特色主题活动20余
项，为市民和游客献上丰富的节
日旅游大餐。周村古商城在传统
民俗表演活动的基础上，推出了
鸣锣开市再现、老粗布制作体验
等活动。齐山风景区举办了齐山
樱花节，吸引了许多近郊及周边
城市的市民前来踏青。

本地市场增速迅猛，近程省
内客源受节前促销影响，来淄博
游客大幅度增加。远程客源如北
京、河南等地也有显著提高，同
时，周村古商城景区甚至出现了
来自广东的团队车辆。

清清明明假假期期九九成成游游客客自自驾驾出出游游
淄博共接待游客78 . 5万人次，乡村游缓解假日出游供需矛盾

清明节假期结束。由于
假期短，中短线游主导旅游
市场，旅游团队也瘦身变
小，家庭游、自驾游等自助
游客骤增，散客的比例明显
超过团队游客，据统计，自
驾游和散客所占比例高达
90%以上。清明假期期间，全
市各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
78 . 5万人次，门票收入1 . 694
亿元。

本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陈曦

景区活动多

自驾游客噌噌涨

清明假期期间，周村古商城内游人如织。 本报通讯员 穆飞 摄

乡村游带动农户增收作用逐步显现

乡村休闲旅游成为小长假
人们出游的主要形式之一。为
了及时满足这一需求，淄博各
区县组织举办了各种主题的乡
村旅游活动，安排了丰富多彩
的乡村旅游产品，既有以体验
农村生活为主的“农家乐”，也

有以采摘、健身、增智为主的生
态游、徒步游、健身康体游，倡
导健康有益的假日休闲生活。

高 青 民 生 庄 园 的 西 红
柿、草莓采摘，柳春园生态旅
游区的甜瓜采摘节等休闲农
业旅游活动，深受游客青睐。

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不仅
有效缓解了假日旅游供求矛
盾，优化了旅游产品结构，而
且推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和农民增收。乡村旅游作为
撬动“三农”的重要手段，已
逐步显现。

铁铁路路公公路路三三天天发发送送1144 .. 33万万旅旅客客
以中短途旅游探亲为主，火车站日均客流超出春运5成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韩妮) 近日，记者从

淄博市客运中心和火车站获悉，
清明节假日期间，淄博铁路公路
共发送旅客14 . 3万人次，旅客以
中短途旅游探亲为主。铁路方
面，3天假期日均客流2 . 45万人
次，远超春运期间日均客流量。

淄博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4日至6日，淄博汽车总站共
发送旅客45000人左右，其中客流
高峰出现在4日、6日下午，出行人
群主要以学生流和探亲流为主，
客流以济南、滨州、明水、泰安、聊
城等中短途为主。

铁路方面，3天假期淄博火车
站共发送旅客9 . 8万人次，日均发

送2 . 45万人次，同比增10%。与春
运期间日均1 . 6万人的客流量相
比，清明假期火车站日均客流增
长了5成。“清明节期间由于假期
较短，铁路客流以中短途为主。
由于淄博及周边地区旅游景点
的开发，近年来清明节假期客流
量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淄博
火车站相关负责人介绍，三天假
期客流方向主要是济青烟及省
外北京、上海、南京等地。

据悉，3日下午至4日是客流
最集中的时段，6日至7日将出现
一次返程高峰。虽然客流量较
大，但从省内部分热门线路来
看，铁路余票依旧充足，提醒旅
客提前购票取票。 淄博客运站4日出现了客流高峰。 本报通讯员 韩妮 摄.

济青高速淄博段

车流量超18万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臧振 通讯员 宋帅) 记者从山东高速淄博信息分中心获悉，清明期间济青高速
淄博段出入口车流量超18万，首日最多，为70000辆，同比增5000余辆。

4日上午，旅游车流、祭扫车流、过往车流重叠交织，交通压力剧增。井喷重叠交织的车流和部分司机应急
情况处理不当，导致交通事故频发，共发生交通事故20余起。所有交通事故发生时间集中在上午，基本都是小
型客车追尾。下午，随着车流量的减少，未发生交通事故。

山东高速淄博信息分中心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根据以往经验，预知了车流量激增和事故发生的时间，济
青高速淄博段各部门提前做好了应对措施以及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实施快速理赔的政策，所有事故均得到了
快速处理，激增的车流量和频发的交通事故并没有造成长时间大面积的压车，整体运行正常平稳。

淄博调整非民用天然气价格，工业商业气价并轨

车车用用气气价价88年年来来首首降降，，最最高高44 ..5588元元//mm33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刘晓
通讯员 商佃明) “车用天然气
价格终于降了！”4日起，淄博6000

余量出租车开始执行新的车用气
价4 . 58元/立方米，每辆车每月可
以节省100元左右。工商业用管道
天然气销售价格也自4月1日实行
存量气和增量气销售价格并轨，
最高销售价格为3.73元/立方米。

今年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
通知，自4月1日采暖季基本结束

后，将存量气和增量气门站价格
并轨，全面理顺非居民用气价
格。根据通知，存量气上调0 . 04

元，增量气门站价格下调0 . 44元。
这也是我国价格改革中首次大
幅下调天然气价格。

此前，淄博市工商业用管道
天然气销售价格存量气为3 . 69元
/立方米，增量气为4 . 2元/立方
米。从今年4月1日起，工商业用管
道天然气销售价格实行存量气

和增量气销售价格并轨，最高销
售价格为3 . 73元/立方米。车用天
然气最高销售价格由4 . 68元/立
方米调整为4 . 58元/立方米，各管
道天然气经营单位和车用天然
气经营单位要在经营场所醒目
位置明码标价，严格执行价格政
策。车用天然气调整价格自2015

年4月4日起执行。
“此次降价是近8年来淄博

市车用天然气首次下调，价格并

轨之后，未来新投产的液化天然
气工厂和计划使用天然气为燃
料的用户受益尤为明显。”市物
价局副局长路荣伟介绍。此次非
居民用气价格基本理顺，天然气
价格改革完成“破冰之旅”。

去年11月份，淄博调整车用
天然气价格，由每立方米4 . 38元
提高到4 . 68元。此次车用燃气价
格虽然下调，但出租车价格将不
会作出调整。

本报4月6日讯(记者 刘晓) 本
是出游踏青的好时节，但未来几天，

“秋裤君”要重出江湖了。受较强冷空
气影响，今明两天最低温一直在0℃
左右，并伴有大风天气。

据了解，市气象台6日03时35分发
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受较强冷空气
影响，已经出现大风天气,平均风力为
4～5级，阵风7～8级，未来12小时内可
能持续。

另外，省气象台也持续发布大风
降温预报。据省气象台预报，7日夜间
到8日白天，全省天气晴间多云。半岛
地区北风转南风3～4级左右，其他地
区南风3～4级左右。最低气温：鲁中
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0℃左右，其他
地区2℃左右，有霜冻或轻霜冻。8日
夜间到9日白天，全省天气晴转多云。
南风2～3级。最低气温：沿海地区3℃
左右，内陆地区5℃左右，有霜冻或轻
霜冻。

“从未来5天整体的气温来看，平
均最高温是逐步上升的，但早晚气温
仍然比较低，提醒市民不要过早的减
衣服。”市气象台工作人员介绍。

未来几天淄博天气情况如下：7

日，多云，南风2到3级，气温3～15℃；8

日，阴转多云，局部有阵雨，南风2到3

级，气温3～16℃；9日，多云转晴，南风
转北风2到3级，气温4～16℃；10日，晴
转多云，北风3到4级，气温3～12℃；11

日，晴转多云，北风转南风2到3级，气
温0～12℃。

本周大风降温

今明两天有霜冻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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