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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铁路部门联手推动“乘高铁游齐鲁”

旅旅游游团团体体购购高高铁铁票票将将享享优优惠惠

本报记者 宋磊 乔显佳

17 市中 10 个已通高铁
高铁串起 7 大旅游品牌

旅游和交通是紧密相连的，
“行”就是旅游六大要素中的重要
部分。山东省旅发委主任于风贵
说，旅游要发展，交通必先行。近
年来随着我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
展，铁路和旅游部门携手进入新
的“蜜月期”。“此次旅游营销与铁
路客运营销有机结合，既能把旅
客变游客，也能把游客变旅客，必
将实现双赢发展。”于风贵对旅游
部门和铁路部门的合作充满信
心。

近年来，京沪高铁、胶济客
专、青荣城际铁路在我省将沿线
的旅游城市串连成线，高铁作为
新兴快捷舒适的出行方式，为山
东旅游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带
来新的机遇。截至 2015 底，我省铁
路通车里程达到 5350 公里，其中
高速铁路 1111 公里，17市中已有
10 个市通达高铁，在用站点 29
个，规划到 2020 年 17市全部开通
高铁。

目前，在山东重点推出的十
大文化旅游目的地品牌中，有东
方圣地、仙境海岸、泉城济南、平
安泰山、齐国故都、鲁风运河、鸢
都龙城等 7 个品牌分布在高铁沿
线，包括三孔、泰山、崂山、蓬莱
阁、刘公岛、天下第一泉、南山等 7
个 5A 级景区，涵盖山东“山水圣
人线”与“仙境海岸线”两条最经
典的旅游线路。

的确如此，在 10 日下午的采

风团中，来自广铁集团的罗先生
发出感慨，“高铁大发展，让旅游
的距离缩短了”，罗先生说，“我从
广州乘高铁到济南，只要 9 个多
小时，这在以前坐火车要近两天
才能到。”

前些年，作为“交通末梢”的
威海一直饱受“交通不便”的诟
病，但随着高铁贯通，威海步入了
高铁时代。威海市副市长刘广华
表示，高铁打通了威海全域对接
的血脉，缩小了威海与中心城市
之间的距离，使文登、荣成与市区
形成半小时生活圈，改变了人们

“游威海”的方式，游客节省了旅
途时间，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体
验威海的美景。

高铁团纳入旅游营销计划
铁路将对团体票优惠

“我们今后将借此次山东省
旅发委和济南铁路局合作的契
机，多开发几条山东旅游的经典
线路。山东省旅游部门能给我们
政策上的优惠吗？”此次推介会
上，有外地旅行社负责人提道。

对于交通在旅游中的重要作
用，泰安市旅游局局长程明感叹
道，京沪高铁开通到现在，旅游部
门没少做营销，但仍然解决不了
购买团体票、车站内外接送客衔
接等属铁路系统服务范畴的难
题，协调起来也很费周折。

记者了解到，对于旅行社组
织的团体游，我省高铁沿线的 10
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旅游优惠
政策。威海旅发委市场科科长胡
军民说，“我们对组织乘高铁游威
海的旅行社，根据团队人数，将给

予 1-3 万元的奖励。”此外，其他
高铁沿线城市也都有现金奖励、
门票和住宿优惠等方面的奖励和
优惠政策措施。

推介会上，省旅发委与济南
铁路局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根
据协议，省旅发委及各地市政府
对中国旅行社协会铁道旅游分会
所属会员旅游企业组织的至山东
的高铁系列团队和旅游专列给予
奖励政策和景区门票优惠政策，
助力铁路地接综合服务，将高铁
系列团队和旅游专列纳入山东省
旅游营销计划。

“坐高铁从济南出发，可以通
达全国 173个城市，数量位居全国
第二，仅次于北京，这一点对游客
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济南市旅游
发展委员会主任郅良说，在今年
的旅游产品推介中，济南特别注
重高铁主题产品的包装，针对北
京市场是，反复强调“乘高铁，只
需 1 .5 小时”的理念，拉近客源群
体的时空亲近感，高铁“同城化”
使省会都市圈之间的合作更加紧
密。

在票务优惠环节，济南铁路
局出台《旅客团体票网上集中受
理管理暂行办法》和团体票优惠
办法，鼓励研发符合山东特色的
高铁精品线路和开行山东省范围
内的旅游专列，培育和打造高铁
及专列旅游品牌，充分利用铁路
系统媒体和旅客列车开展“乘高
铁游齐鲁·好客山东欢迎您”主题
宣传推介。

济南铁路局还将在旅客列车
乘务人员培训中，增加旅游服务
内容。同时，双方全力支持各级旅
游管理机构和铁路所属旅游企业

在火车站合适位置设置旅游咨询
服务中心。

“山水圣人”直接对话
“仙境海岸”

16日早，青荣城际铁路全线
贯通，一大早，青荣城铁首趟“C”
字头列车始发，标志着胶东半岛
的青岛、烟台、威海真正实现了三
地同城，青岛至烟台 1 个半小时
直达、青岛至威海 2小时直达。

目前，青烟威年接待国内游
客占全省的 1/3，接待海外游客占
2/3，高铁的提速，将为山东半岛
城市客源互递带来更大便利。在
青岛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崔德
志看来，青荣打通后，将直接助推
青、烟、威发展成为我省休闲度假
高地。据此，青岛也将继续发挥主
导作用，牵头做好半岛旅游区域
联盟活动，发挥空港、邮轮母港优
势，开发与高铁旅游相衔接的产
品。

青荣城际铁路全线的开通运
行，使山东东西部之间又增添了
一条黄金通道，借助这条黄金通
道，胶东半岛除了与省会城市圈
通过动车实现交通上的便利直
达，更是盘活了我省旅游文化市
场，让“山水圣人”与“仙境海岸”
直接实现了对话。

11 日下午，在威海俚岛镇烟
墩角，成群的天鹅聚集在此嬉戏
越冬，吸引了大批游客在这里拍
摄和喂食。济南铁路局一位负责
人告诉记者，作为一个青岛人，他
以前从没到过威海的刘公岛、成
山头、烟墩角等景区，“这下从青
岛有直达高铁了，以后一定要带
着家人再来一次。”

早在 2014 年 12 月 22 日青荣
城际铁路烟台方向开通前一周，
济南、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
城、济宁、滨州八个城市组成的省
会城市群旅游联盟就提前开启了
铁路沿线的旅游推介活动，专门
针对胶东市民，精心制作了多条
精品线路。

济南国信旅行社总经理张晓
国介绍，青荣城际铁路开通以前，
济南、泰安、曲阜打造的“山水圣
人”旅游线，在烟威地区也有市
场，但都是大巴游和自驾游，耗时
耗力，客流量不大。“高铁一开，就
是巨大的市场。”青岛旅游局市场
开发处一位工作人员预测，青荣
城铁青岛方向开通后，青烟威三
地之间的潜在市场将被大大激
发。

10 日至 11 日，由山东省旅
游发展委和济南铁路局联合主
办的“乘高铁游齐鲁·好客山东
欢迎您”高铁旅游宣传推介会
在威海召开。铁路和旅游部门
将共同打造山东高铁旅游主题
产品，充分发挥高铁时代带动
作用，推动山东高铁旅游发展。

随后，本月 16 日，青荣城
际铁路实现全线通车运营，并
首开“ C ”字头列车，青岛、烟
台、威海三地真正实现了“半岛
同城”。今后，不论是半岛三地
之间，还是省内外其他高铁通
达城市，可快速抵达好客山东，
领略“山水圣人”“仙境海岸”两
条经典旅游线路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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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海产博物馆 高岩

青岛海底世界 2003 年开
业至今，一直牢记使命：“引领
人们认识海洋、关爱海洋”，重
视海洋科普教育事业。每年将
科普经费列入公司的日常成本
预算内，从资金方面给予科普
教育最大的经费保障。开业至
今，进行了一系列的“海洋科普
进校园”、“海洋科普进社区”等
大型科普公益讲座，在世界海
洋日，到学校、社区、景区进行
海洋科普宣传活动。为了更好
地激发孩子们热爱海洋、关爱
海洋的热情，2005 年成立了非
营利“海洋科普俱乐部”。海洋
科普俱乐部按授课内容分为初

级班、高级班和小博士班。每年
的 6 月份招收初级班、高级班
和小博士班。高级班的学员必
须经过初级班的学习；小博士
班的学员必须经过初级班和高
级班的学习，每月的最后一个
周日为固定授课日。

在招收初级班学员时，安排
一次公开课，公开课采用登报通
知开课时间，请家长帮孩子报
名，讲座时，家长可以陪同孩子
一起参加，孩子必须是小学 3 年
级以上。公开课会选择一个主
题，除了讲解知识点外，还安排
了实验课。如果孩子有兴趣，家
长可在上课结束后给孩子报名
参加初级班的学习。

高级班的学员是经过初级

班学习之后，有兴趣的孩子会
要求进一步的学习，这种带有
兴趣的主动学习会提升学习的
效果。由于实验课的限制，高级
班只招收初级班一半的学员。

小博士班采用小班制，5
个学员为一个班，每个班配备
一名老师，目的是提升小博士
班的学习效果，让小博士班的
学员真正理解如何做研究，以
动手操作为主要的授课手段。

课程的设置是以讲课和孩
子动手实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初级班课程的重点是让小
朋友从最基础的海洋生物知识
开始学习，并体验实验的快乐。
高级班的课程以海底世界的饲
养生物为主，课程包含海洋学、

水质取样、监测、带生物回家饲
养，撰写饲养记录。小博士班的
学员经过严格筛选，每个老师
只带 5 名小朋友，让学员通过
自己的观察、指导小学员设立
研究课题，并指导课题的实施。

通过俱乐部的学习，孩子
们对生物和海洋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都非常喜欢实验课，知识
点一讲完，孩子们就迫不及待
地询问实验课的内容。海洋科
普俱乐部运行以来，越来越受
到孩子们的喜爱。家长们也普
遍反映这种形式的教育很有意
义，不仅能激发孩子们的兴趣
和学习动力，还能让他们在饲
养生物的过程中培养爱心、耐
心和责任心。

海洋科普俱乐部已经连续
开办多年了。从开办的情况来
看，孩子们最喜欢的课程是有
关鲨鱼的讲解，最喜欢的实验
是手拿解剖剪和镊子，在老师
的指导下寻找组织和器官。每
个班的结业仪式时，会邀请两
到三名小学员谈一下他们的学
习体会，听到最多的是：通过学
习，他们对海洋生物产生浓厚
的兴趣，尤其是小博士班的学
员，经过 3 年的学习，他们的思
想不断成熟，对海洋的理解更
深一些，有几位小学员在小博
士班结业时即将面临中考，他
们表示将来一定要考上海洋类
大学，做海洋生物的研究，为保
护海洋而努力。

本报记者 宋磊

随着近年来我国高铁
事业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
的旅客选择乘坐高铁到各
地旅行。以前，一些海滨城市
作为陆地的边缘，虽然自身
美景无限，风光旖旎，却往往
因为交通的不便而承受人
迹罕至之痛。

越来越多高铁的通达
无疑是一剂良药，根治了这
些海滨城市的“缺铁病”，打
破交通瓶颈，实现了这些地
区旅游业的飞速发展。

铁路自身也在不断进
行改革，以往高高在上的

“铁老大”已经俯下身子用
心做服务，此次济南铁路
局与山东省旅发委的“牵
手”，是铁路改革、俯身做
服务的又一重大举措。此
前，已有不少省份的旅游
和铁路部门联合起来，共
同助推高铁+旅游。

高铁与旅游携手，开创
了旅游新模式，更能够提高
高铁上座率。在促进高铁大
发展的时代，旅游部门和铁
路部门更应顺应经济、旅游
的发展，积极联手来满足广
大旅客的“个性化”出行需
求。以济南为例，目前济南通
过高铁通达的城市已超过
200 个，仅次于北京，山东也
成为全国高铁最通达省份，
面对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
我省旅游部门和铁路部门
联手助推高铁旅游，势必能
够实现双赢。

当然了，到了高铁时代
游客“来得快走得也快”。如
果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
环境不好，服务不好，或者说
产品不够丰富，那么旅游目
的地沦为“过境地”也不是没
有可能。此前国内有的地方
旅游业的经营已经说明这
一点。因此，“高铁+旅游”在
带来交通方式的便捷和营
销手段的多样化好处的同
时，也要求旅游目的地练好

“内功”，增强市场竞争力。

葛行业短评

让游客“来得快”

还得让他们“留得下”

荣成俚岛镇烟墩角成群天鹅吸引不少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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