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加强烟台旅游市
场营销、推介烟台特色的休闲度
假产品，开创烟台与西北旅游业
发展的新局面。4月22日到4月28

日烟台市旅游局率领莱州、龙口
等县市区旅游局和蓬莱阁、蓬莱
八仙过海旅游有限公司、龙口南
山景区、张裕酒文化博物馆、张
裕国际葡萄酒城之窗、栖霞牟氏
庄园、磁山温泉小镇、山东海峡
国旅等15家旅游企业一同向银
川、西宁、兰州、西安发出“大海
的邀请”，现已圆满完成了银川、
西宁两地旅游推介活动。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参加
推介会的除了有客源城市的旅
游局、旅行社的负责人、新闻媒
体的记者，还增加了自驾游俱乐
部、户外运动俱乐部等重点协会
单位和重要旅游论坛社区版主、
旅游大v，扩大了烟台旅游宣传
受众群体，提升了客源组织能
力。同时，每到一个城市，烟台市
旅游局都建立了烟台与客源城
市的旅游会盟群，将重点旅游企
业纳入群中，搭建了即时沟通交
流的平台。烟台旅游会盟群做为
一个重要的平台，形成了城市间
旅游信息沟通、市场合作互动、
资源共享共赢的“新常态”。

推介会上，烟台与银川、西
宁旅游企业互换旅游资源，并进
行旅游资源展示，得到各地旅游
企业的强烈响应。为回报银川、
西宁旅游局与旅游企业、旅行社
的支持，烟台市旅游局给各地带
来了优厚的“福利”。“烟台旅游
景区给旅游企业带来了优惠政
策，旅游局鼓励两地旅游企业开
发研制新产品，烟台对此大力支
持，对优秀者给予鼓励并推荐参
加全省旅游产品推介大赛。”烟

台市旅游局副局长牟云在会上
表示。

不一样的旅游资源呈献给
旅游者不一样的体验与享受。在
银川旅游推介会上银川市旅游
局副局长林骏表示：银川和烟台
的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差异性
和互补性，有着很强的合作空
间。烟台有丰富的海洋景观和海
洋度假资源，有淳朴的胶东民俗
风情，银川有风格迥异的雄浑大
漠和秀美的塞上江南。同时表示
将通过本次推介鼓励本地旅行
社大力开发旅游者喜爱的烟台
旅游产品。

西宁市积极打造具有国际
知名度的高原山水花园旅游名
城。青海国信国旅张波总经理在
西宁旅游推介会上介绍了西宁
特色的旅游资源，并表示此次烟
台来西宁推介，是加强烟台与西
宁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最佳机会，
也是两市旅游业资源互补，客源

互送，双方旅游合作的机遇期，
通过此次推介西宁与烟台将形
成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旅游合
作。

为方便烟台与银川旅游资
源互换交流，烟台旅游企业在
宁夏张裕摩塞尔十五世酒庄摆
放烟台旅游宣传品；西宁“友车
一族”自驾车协会会长李志勇
表示即将深度考察烟台旅游线
路，采取创新手段，将自驾游活
动延展到烟台；山东海峡国旅
推广了烟韩连线产品，将举办
万名老人到烟台、游韩国、舞光
州活动，得到了热烈的响应。推
介会上，烟台旅游企业代表与
银川、西宁旅行商进行了一系
列的合作签约与交流洽谈，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龙口南
山景区5 - 8 月份签下的系列团
总人数达到5000人次；烟台国旅
今年的银川包机协议基本确
定，规模在千人以上。

专刊记者 史大玮
通讯员 王晓红

近日，记者从蓬莱阁管
理处获悉，景区电子门禁系
统顺利升级上线，得到观光
游客的一致点赞。青岛某旅
行社的一名导游在带领一
个十余人的团队经过检票
闸机时，本以为要花费很长
时间，没想到不到一分钟就
办理完成了，不禁感叹：“检
票流程太便捷了，节省了我
们 很 多 时 间 ”。据介绍，今
年，蓬莱阁景区启动门禁系统

改造升级工程，根据景区的实
际需求对检票闸机进行功能
定制，同时，该系统可支持二
维码门票、IC卡和掌静脉识别
等多种验票方式,并可实时统
计在园人数，保证旅游高峰期
的安全管理。

近期，系统还将配备自
动取票机，实现现场自动售
票、网上订票现场取票，这
将不仅大大地扩展售票终
端 范 围 ，缓 解 景 区 管 理 压
力，而且有利于提高景区工
作效率，为游客提供更加便
利和通畅的观光浏览环境。

“大海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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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莱阁景区升级电子门禁系统

观光游客齐点赞

蓬莱阁景区升级门禁系统

仙境烟台推介会

海峡国旅倾情打造非凡旅程(系列024)

日日韩韩购购物物正正当当时时
两两人人成成行行自自由由之之旅旅华华丽丽启启航航
5月15日首尔双飞三日自由行，
两人成行
包含：烟台往返仁川机票+韩国
旅游签证+韩国机场接机服务+
2 晚东大门附近住宿，签证费、
机票、酒店自由组合，随心选择
日本大阪+京都+奈良3-15自由
行 两人成行 每周二、四、六

发团
亮点：酒店住宿天数、顺序均可
自由搭配，可协助预约日本料
理、健康体检等并可代订当地用
车、翻译等服务。

每天前5名报名者均有礼品
赠送，我社代办世界各国个人旅
游签证、代订酒店以及当地用
车、翻译等服务。

【港澳台】
☆5月23日、31日 特价：2980元

抢位热线：6262230

行程特色：全程无夜航，一本护
照玩转泰王国！东方公主号美

味自助、kingpower国际自助饕
餮盛宴、全程泰式五星住宿、完
美双岛行程、泰式按摩、人妖表
演
☆送给爸妈的礼物、好评不断~
5月15日特价：2980元

【桂林+香港】：广州、深圳、香港、
桂林、阳朔、漓江双飞一动七日
越秀公园、岭南印象园、白云山
风景名胜区、深圳世界之窗、金
紫荆广场、太平山、星光大道、
海洋公园、维多利亚海港、浅水
湾、象鼻山、七星公园、芦笛岩
叠彩山、兴坪渔村。
☆台湾优质美食环岛8日游 6

月26日 特价：2980元
烟台直飞台北桃园机场，无购物
压力
品质全面升级：特别赠送2晚五
花酒店一晚温泉酒店；
全程均安排四花酒店双人标准
间住宿，优质酒店设施服务；

【锦绣中华】
九寨【独立成团】系列：

A:时尚寻踪—成都、九寨、牟泥
沟、峨眉金顶、乐山大佛双飞7日

5月18日 2990 元
B:醉美夕阳红—成都、九寨、乐山
卧佛、峨眉、都江堰双飞8日/双卧
11日 3290元/2690元
【老年人享受终极优惠，包含600

元门票】
九寨精品散客系列：
A:臻品美食——— 成都九寨沟、黄
龙、乐山大佛、峨眉山、都江堰、
街子古镇、川盘藏乡、茂县中国
古羌城全线双飞8日
5月15日发【仅限20人】3090元/人
(情侣报名5999元/对)
B:成都、九寨、黄龙双飞6日游
每周发 特价2450元起
凡报名九寨产品者均可享受+200

现金游大连纯玩双船四日游或

港澳双飞五日游！！

千名老人下江南：1888元起，5月
13日发

另：五一周边线路大量余位！火
热收客中

【海外】
□柬埔寨探寻6日游5月18、26日6

月2、9、16、23、30日 烟台起止
□德法意瑞四国经典12日游

6月4、10、18、22、24日 烟台起
止
凡持中考/小升初准考证报名

额外优惠200元/人
□日本本州经典六日游
6月20、25日 烟台起止
□普吉岛/巴厘岛/塞班岛/帕
劳/马尔代夫蜜月游

◎乐天家族演唱会首尔站—双
飞四日游
团期：5月21日 1880元 烟台

起止
◎乐天家族演唱会首尔站—四
飞五日游(含济州岛)

团期：5月21日 2780元 烟台
起止
5月22日，首尔——— 李敏镐演唱
会免费赠票啦 !

凡报名均赠送演唱会门票，均
是座票，演唱会时间约120-150

分钟，含车接车送。

四马路：6219566

开 发 区 黄 河 路 ：6 1 0 5 7 7 1
6105772

润利大厦：6890366 6893088

鹿鸣门市：18561105080

南大街：6249918 13964555965

环山路：6629111 6625111

胜利路：6600138 6600159

第一大道：6262255 6262200(总
部)

地址：芝罘区西盛街 2 8 号第一
大道502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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