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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山东省旅发委
齐鲁晚报

全全国国导导游游大大赛赛十十强强产产生生，，山山东东““双双响响炮炮””全全国国独独一一份份
4月20日将在北京角逐总决赛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将达3 . 8亿

24日，省政府旅游工作联
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
会上，省旅发委主任于凤贵通
报了2016年全省旅游工作情况
和今年工作安排，省发展改革
委、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国
土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农
业厅、省商务厅作了交流发言，
各行各业畅所欲言，为山东旅
游业的发展建言献策。

省发改委副主任潘好亮表
示，发改委将编制和组织实施
好全省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
划，促进旅游与文化、教育、体

育、交通、商贸、养生、养老等产
业协调融合发展，不断催生新
业态，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
经济综合性产业，推动我省由
旅游大省向旅游强省迈进。

据了解，省发展改革委联
合世界旅游组织编制的《山东
省旅游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已

通过省政府常务会研究，近期
将印发实施。

在资金支持方面，省财政厅
副厅长文新三给出了一组数据，
省级旅游发展专项资金由2009年
的7000万元增加到2016年的3 . 4亿
元，年均增长21 . 27%，同时，旅游
基础设施建设列为全省区域战
略推进专项资金的重点投资方
向，2013-2015年累计投入资金
17 . 84亿元。“2017年，在省级收支
矛盾十分紧张、专项资金普遍压
减的情况下，省旅游发展专项资
金将较2016年增加4000万元，达到
3.8亿元，增长11.76%。”

“今年将强化项目建设，持
续推动济南万达文化旅游综合
体、齐河大地自然博物馆群、高
密红高粱影视基地等一批重点
项目建设，上半年争取济南奥
特莱斯休闲小镇、青岛东方影
都、青州中国书画城、曲阜尼山
圣境等一批重点项目开业，力
争全年完成旅游投资2 2 0 0亿

元。”于风贵说。
会议期间，省旅游发展委

等27个部门签订了14个全域旅
游联合推进计划，促进工业旅
游、乡村旅游、海洋旅游、文化
旅游、新业态持续健康发展，推
动建立资源整合、政策扶持、环
境保障、联合执法、宣传营销和
综合考核等六大机制。

打造200个乡村旅

游园区

近年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迅猛发展，已经成为省内旅游
业的新增长点。据省农业厅副厅
长林国华介绍，2016年，有2个县、6
个村分别荣获全国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县、全国最美休闲
乡村荣誉称号。近年来，在有关专
项资金安排上，优先向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县和示范点倾
斜，加速培育休闲农业和乡村旅
游示范典型。

在24日的会议上，副省长
季缃绮表示，乡村游已经成为
旅游业打造的主力军，要引导
其向正确的方向更好地发展，
提升乡村旅游向公司化、规模
化发展。还要重视人才的培养
和培训，继续走出去加强对外
交流学习。“选派1500名乡村旅
游带头人到境外开展精准交流
培训，搞好精准扶贫，今年完成
250个旅游扶贫村的12712户、
28829贫困人口脱贫任务。”季
缃绮说。

据介绍，2017年，要推动乡
村旅游提档升级，大力推动规
模化发展，在全省打造100个乡
村旅游集群片区、200个乡村旅
游园区。

同时，大力实施精品培育工
程，在全省着力打造50个国家级
精品乡村旅游园区。在省政府首
批公布的60个特色产业小镇中，
对于其中15个旅游小镇，要全部
按照5A级景区标准来创建。

据了解，“家天下号”港澳桂
林韶山专列之所以报名这么火
热，是因为已经连续“跑”了数个
年头，属于家天下号的元老级线
路。家天下旅游十余年来一直做
中老年人旅游服务，目前直营公
司遍布全国十五个省市，旗下拥
有“家天下号”、“华运号”、“夕阳
红号”三大专列运营品牌。大型
活动，各地政府部门重视，并且
景区门票都是“团购价”，真正做
到了让利游客。

门票全含，南方7城一趟看完
此趟旅游专列将于4月19日

从山东各地沿线上车，前往深
圳、香港、澳门、珠海、广州、桂林、
韶山南方7地，历时10天返回山东
各地。今年适逢香港回归20周年，
为庆祝和见证这一国之盛事，

2017年家天下号南中国旅游专列
即将开出，全省仅100个名额，先
到先得，这趟专列将带广大中老
年朋友去看看香港回归祖国以
来发生的巨变，历经沧桑，是否别
来无恙？看那迎风伫立的金紫荆，
灯火辉煌的维多利亚，体验那欢
快的海洋公园……

乘着游艇自海上来到澳门，
醉人的美食，历经历史风云的大
三巴，让我们一起走进澳门小城；
从拱北口岸回到珠海，感受碧海
蓝天，情侣大道；还有广州的越秀
公园，高楼林立，小蛮腰，告别了
珠三角的繁华……继续乘专列
赴“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风光甲
桂林”之约吧，乘一叶小船漂荡在
漓江之上，牵上老伴儿的手，逛逛
洋人街，到刘三姐大观园跳一曲

少数民族舞蹈。最后一站红色韶
山，毛主席的故乡！这片神奇地热
土承载着多少老人的期望啊。

量身打造经济、安全的中老
年线路、还有大礼相送

纯中老年团队，年龄相仿，有
共同话题，步调一致，全程导游
陪同，安全省心，如有身体不
适，旅行社配备了专职健康保
健顾问；专列上还设计了适合
老年人的娱乐活动；整个行程
安排舒缓，为每一位游客购买
了旅游意外险和旅行社责任
险，解决了游客及家人的后顾
之忧。

经典线路实惠价格。本次
行程只要1980元/人起，我们利
用了铁路运输部门淡季车体资
源，景区门票政策支持，目的地

政府奖励等优惠条件。凡报名
者均赠送价值598元定制肩部
按摩仪一件，同时赠送香港回
归20周年纪念币一套。

总而言之，这趟专列线路经
典、价格优惠、服务优质、又有媒
体的监督，可谓安全省心之旅，心
动了吗？抓紧时间报名吧！

活动价格：硬卧上铺(1980
元/人)；中铺(2280元/人)；下铺
(2580元/人)；软卧(2780元/人上
铺，2980元/人，四人一个包厢，
条件舒适)。(以上为济南起止价
格，为方便各市读者朋友报名，
家天下号在各地均设立指定报
名点，欢迎来电详询)

注：以上价格为打包价，含往
返卧铺、当地用餐、酒店、交通、景
点门票、旅行社责任保险等费用，

不强制加点、购物。
济南报名地址及电话：泺源

大街2号大众传媒大厦3楼齐鲁晚
报旅游工作室0531-85196576；民
生大街22号三箭银苑A座2303
室 0531-81760872。

全省 2 4小时咨询热线：
18660773968

家天下号各市指定报名电
话：青岛0532-68860788、潍坊0536-
8250066、济宁0537-2222806、枣庄
0632-3693222、临沂0539-8105788、
滨州0543-3381991、东营0546-
8895555、淄博0533-3152377、德州
0534-2341888、威海0631-5232248、
烟 台 0 5 3 5 - 6 8 6 0 7 6 0 、聊 城
18063503766、泰安0538-8888001
菏泽0530-6206888、莱芜0634-
6923111、日照0633-8305001。

招招募募110000名名游游客客见见证证香香港港回回归归二二十十周周年年
本报联合家天下号推出大型港澳桂林韶山专列，报名即送大礼

本报济南3月29日讯(记者
宋磊 ) 从在安徽黄山举办

的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赛场
再次传来喜讯，经过5天的激
烈角逐，山东选派的两位选
手韩兆君和张超，双双进入
全国十强。接下来，十强选手
将面临3天2晚的实地带团考
核，4月20日，全国导游大赛总
决赛上，排名将最终揭晓。

此前，参赛选手们已经
经历了“63进30淘汰赛”和“30
进10淘汰赛”，十强名单产生
后，山东成为唯一一个两名

选手同时入围的省份。能取
得这样优异的成绩，与山东

对导游大赛的重视和精心组
织息息相关。

3月初，为选拔国赛选手，
由齐鲁晚报参与承办的第五
届山东省导游大赛暨第三届
全国导游大赛选拔赛上，来
自泰安的韩兆君和来自烟台
的张超表现优异，在30名选手
中脱颖而出，获得一等奖，并代
表山东参加在安徽黄山举办的
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决赛。

据悉，4月20日，第三届全
国导游大赛将在北京进行总
决赛的角逐，十强选手需介
绍自己的带团线路和特点，
评委将依据选手的带团短片

进行点评。成绩排名前5名的
选手将进入终极提问环节，
最终决出3名金奖。

对于全国8 0余万持证导
游员和导游人才培养系统来
说，第三届全国导游大赛的
举办具有风向标的意义。一
方面，大赛激发的培训体系
变革，将为导游行业注入一
批“ 科 班 出 身 ”的 高 素 质 人
才；另一方面，优胜劣汰的市
场竞争机制，将使得一批社
会导游员进入专职院校或培
训机构重塑自身价值。

27个部门联合签协议，全域旅游吹响集结号

我我省省打打造造110000个个乡乡村村旅旅游游集集群群片片区区

韩兆君。宋磊 摄 张超。宋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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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旅游时代，发展全域
旅游已经成为全国各地旅游业
发展的重中之重。为了让“旅游
+”发挥最大作用，加强各部门
间的合作，近日，省政府旅游工
作联席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召
开。

章章丘丘香香草草主主题题乡乡村村旅旅游游园园区区。。（（资资料料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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