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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山东省旅发委
齐鲁晚报

省旅发委请浙江专家为山东旅游把脉支招

用用好好高高铁铁““朋朋友友圈圈””，，零零换换乘乘迎迎客客来来
本报记者 宋磊

7月20日，山东省旅发委邀
请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
副主任王国平，以“实现从‘旅
游城市’向‘城市旅游’历史性
跨越”为题，结合杭州打造“东
方休闲之都·品质生活之城”的
实践经验，给省会济南以及整
个山东省的旅游把脉支招。

不会抓旅游的领
导是不称职的

身为杭州市委原书记，王
国平曾推动杭州西湖免费开
放，受社会和媒体赞誉。此次受
邀来山东，他把杭州城市旅游
经验倾囊相授。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进
步和发展，中国“有钱有闲有
车”的老百姓越来越多，王国平
认为，中国“旅游休闲时代”已
经到来。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人
三分之一的时间用于休闲旅
游，三分之一的收入用于休闲
旅游，三分之一的土地面积用
于休闲旅游。旅游已成为经济
增长的强大引擎。

那么，旅游业对于一座城市
有何意义？王国平在担任杭州市
委书记期间，把旅游业作为人民
的“摇钱树”、城市的“金名片”、
发展的“永动机”和城市定位的

“主抓手”。他说，在杭州，不抓旅
游的领导就是一个不清醒的领
导，不会抓旅游的领导就是一个
不称职的领导。

城市处处是景区，
人人是风景

从杭州旅游发展的经验来
看，王国平说，在做好旅游发展
这篇大文章中，杭州确定了新的
发展理念：从“拆老城、建新城”
向“保老城、建新城”转变，从国
内旅游“一轮独大”向国内旅游
和入境旅游“两轮驱动”转变，从
观光游“一枝独秀”向观光游、会
展游、休闲度假游、养老养生游

“四位一体”转变，从“以管理者

为中心”向“以游客为中心”转
变，实现从“旅游城市”向“城市
旅游”的历史性跨越。

城市旅游，也就是说城市
中无论是老城，还是新城；无论
是工业园，还是大学城；无论是
商业街区，还是居民社区；无论
是大街小巷，还是河道湖泊；无
论是静态的城区，还是活态的
生活；无论是历史遗产，还是当
下经济，处处都是景区，个个都
是景点，人人都是风景。

新常态下直面四
大挑战

王国平认为，现如今，旅游

面临四大挑战，分别是高铁时
代的到来，旅游综合体时代的
到来，国家战略布局以及智慧
经济时代的到来。

王国平说，高铁给人们带来
出行方便，也使原来城际间时间
旅程系数几乎相同，进而导致城
市旅游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因此
各地要足够重视高铁的建设和
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
业发展先后经历了传统景点景
区唱主角、主题公园唱主角、国
际旅游综合体唱主角3个时代。
王国平说，旅游综合体的出现，
极大地冲击了传统旅游形态和
旅游格局。他以2016年6月开园的
上海迪士尼乐园为例，来说明迪
士尼这一旅游综合体对中国主
题公园旅游产品产生的巨大冲
击。

此外，国家旅游战略布局
和智慧经济时代的到来都将对
现代旅游形成机遇和挑战。“不
光杭州，这四大挑战是全国所
有旅游城市推进城市发展面临
的挑战，也是发展的机遇。要实
现旅游城市向城市旅游历史性
跨越，就必须直面挑战，抓住机
遇。”王国平说。

高铁通达超 2 0 0
城，济南要把高铁文章
做透

“高铁建设要登高望远，甚

至考虑好十年二十年后的发
展，并辅之以配套的基础设
施。”王国平说，高铁将是今后
中远途游客首选交通工具，一
个城市发展，必须对高铁的建
设和发展引起高度重视。

此外，王国平说，济南发展
旅游目的地建设，重中之重是
要发展公共交通导向(TOD)的
开发模式，重视高铁枢纽的建
设，把高铁文章做透，在高铁站
实现地铁、公交、出租、长途客
运、公共自行车等交通方式的
零换乘，满足各种游客换乘需
要，这样也能有助于推动旅游
发展。

济南市旅发委主任郅良提
到，济南作为京沪高铁线路上
重要的铁路枢纽，目前已实现
与全国200多个城市之间的高
铁连通，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
第二，目前济青高铁也在建设
中。因此，王国平建议：“济南应
该利用好这一优势，足够重视
高铁发展，加快推进济青高铁
以及济南至烟台等地的高铁建
设。山东其他城市也应该做好
高铁文章，利用高铁通达的便
利和交通上的优势，成为旅游
目的地城市。”

文/片 本报记者 宋磊

山东获批全域旅
游示范省创建单位

省旅发委主任于风贵介
绍，上半年，我省全域旅游发
展势头良好。近日，国家旅游
局将正式批准我省为国家全
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单位，我
省与浙江省成为两个沿海创
建省份。

2月17日，省政府出台了
《加快推进十大文化旅游目
的地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十
大品牌建设推进情况列入了
省 政 府 重 点 督 察 的 工 作 之
一。

5A级景区增至11
家，又有两家在排队

在此背景下，山东的旅游
大项目建设再次提速，上半
年 全 省 旅 游 实 际 投 资 达 到
1 0 5 0亿元；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全省建成五星级精品民
宿 8 家，四星级精品民宿 3 9
家。所有乡村旅游点全部入
驻电商平台。

山东的A级景区创建管
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上半
年，青州古城旅游区和威海
华夏城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认

定为5A级景区，5A级景区数
量上升为 1 1个。东营黄河口
生态旅游区和沂水萤火虫·
大峡谷旅游区，通过国家旅
游局组织的景观质量评审，
被列入5A级景区创建名单。

山东旅游公共服务设施
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旅游厕
所建设数量多、质量好。推进
五星级饭店建设，对 1 2家拟
申 报 五 星 级 的 饭 店 进 行 初
评，3家通过检查，待全国星
评委授牌。

上半年，全省新增出境
游组团社 2 0家，增量居全国
第一。

观光产品较多，休
闲度假产品少

上半年工作成果突出，但
也面临一些发展中急需解决的
问题。

于风贵说，当前山东旅游业
中能够“尖端放电”的大项目较
少。上半年，全省完成旅游投资
1050亿元，同比增长15 . 5%。曲阜
尼山圣境等一批在建旅游项目
稳步推进，但从全省看，还没有
培育出像上海迪士尼那样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大项目。

他要求，下半年各市旅游

委主任要结合十大文化旅游目
的地品牌建设和当地资源特
色，聘请专家或亲自创意策划
尖端放电的重量级项目，原则
上，每一个品牌、每一个城市都
要有1-2个尖端放电的大项目。

旅游的供给侧结构性矛盾
仍然存在。突出表现为观光产
品较多，休闲度假产品少，不能
满足游客多元化的旅游消费需
求。去年，济南、青岛刚刚开通
了五条洲际直航航线，烟台、威
海两个国际机场还没有洲际直
航航线，全省还没有建成山东
旅游综合服务中心。

于风贵要求，各地旅游部

门，严格按照政府财政资金的
拨付时间和规定执行，否则将
涉及违法。

山东正组建省级
旅游投资公司

山东发展全域旅游的总体
要求应该是“安全、卫生、秩序、
生态、美化、好客”这12个字，最
终要达到“赏心悦目”的全域旅
游环境。这句话，于风贵在多次
会议上强调。

现阶段，山东发展全域旅
游重点就是打造十大品牌，打
造十大品牌就是发展全域旅
游，在积极发展观光旅游、休闲
度假旅游、文化主题旅游的基
础上，大力发展会展旅游。要用
世界眼光、国际标准打造一批
大项目，像法国的卢浮宫、香榭
尔大街，英国的大本钟，上海迪
士尼等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
度、美誉度的大项目，培育十大
品牌的核心吸引力和竞争力。

济南、青岛等重点旅游城
市，要按照国际标准对现有会展
场馆进行改造提升，打造可以承
办国际一流会展的会展设施。

据透露，省里将建立旅游
投融资平台。当前，省里正在组
织青岛欧亚集团等八家企业成
立“好客山东旅游投资公司”。
下一步，还将整合省管理的相
关资源，通过资产划拨等形式，
组建山东省旅游企业集团。各
地要探索建立相应平台和基
金，为旅游投融资创造条件。

山山东东将将筹筹建建省省旅旅游游企企业业集集团团
我省5A级景区增至11家，上半年新增出境游组团社2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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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6日，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召开全省旅游工作座谈会，对上半年工作进行总结。记者从会上
获悉，我省将筹备组建山东省旅游企业集团。

去年6月底，济南铁路局首趟高铁旅游专列成功开行。 (资料片)

通讯员 李阳 摄

会议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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