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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10月18日讯 (记
者 薛瑞 王雅春) 10月19
日，2018山东旅游商品与装备
博览会在泰山国际会展中心
盛大开幕。全省17地市旅游委
(局 )、旅游协会、旅游商品协
会，以及福建、四川等5个外省
市参展。此次参展企业达到300
余家，各式各样的精美旅游商
品、旅游装备和景区文创产品
精彩呈现。博览会持续3天，将
成为山东规模最大的一次旅
游商品与装备博览会。

本次博览会由中国旅游
协会旅游商品与装备分会支
持，泰安市人民政府、山东省
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作为
专业展会，不仅是商贸展示流
通的平台、产业集群优化升级
的契机，更是深入贯彻落实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经济思想和视察山东重要
讲话精神，推进旅游业新旧动
能转换、旅游商品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要举措。博览会能
够在泰安举办，既是对泰安市
旅游工作的充分肯定，也为泰
安旅游产业的品牌提升、旅游
商品的产业化推广提供了良
好机遇。

据了解，本次博览会活动
主要设置一展一会，一展指
2018山东旅游商品与装备博览
会，为博览会核心和主体；一
会指旅游商品和装备品牌(网
络)推介会系列专场。本次博览
会共分为泰安展区、山东16市
展区、山东省乡村旅游后备箱
示范基地展区、省外展区、旅
游装备展区(室内、室外)和旅
游商品企业展示区六大区域，
参展企业300余家，设置特装展
位38个，标准展位130余个，总
面积达15000平方米。山东省各
类代表性旅游商品、17地市特
色旅游商品及各类旅游装备
都将一一亮相，是全省特色精
品旅游商品的一次大规模集
中性展示。

组委会介绍，博览会期间
将现场搭建直播间，开设线上
直播平台，三天时间全程现场
直播展会盛况，并通过直播间
现场直播产品发布。此外，参
展商品牌推介会及精彩活动
也将如火如荼地展开，为博览
会烘气氛，聚人气。旅游商品
和装备品牌(网络)推介会、展
商新品发布会、展区多元互动
(抽奖互动)等活动同期精彩呈
现，抽奖奖品有泰山玉、肥城
桃木、泰山动漫文创系列产品
等千余件精致旅游商品，期待
大家的参与。

上古无文字，结绳以记事；事大大结其
绳，事小小结其绳。鲁普奈特集团有限公司
的产品种类涵盖家具类、工艺品类、绳网游
乐项目、体育户外休闲类、交通运输、消防
救援、安全防护、生产
航空航天、军事装
备、海洋工程、船舶

舰艇、日用五金等18个领域的高端
“绳、网、线、带”产品，集团产品远销全
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先后取得了消防“3C认证”以及
SGS、UL、CE、GS、UIAA等多项国际产
品和体系认证，开发的新材料高性能绳缆
通过中国CCS认证，并可根据客户要求提
供美国ABS，英国LR，德国GL，挪威DNV
等船级社产品检验证书。经过十几年发
展，公司已发展成为规模大、技术力量强、
产品种类齐全，集绳网研发、生产制造、机
械装备研制、国际贸易、技术服务、绳网艺
术及文化为一体的综合性集团公司。

鲁普奈特集团有限公司

作品名称《家园》，设计：李远群，
雕刻：祝贺，抛光：刘少光。该作品材质
为泰山玉，根据歌曲《家园》创作。整体
斑驳陆离，雄伟稳健，走近细看好一处
家园，农耕垂钓，私塾访客。退后几步，
所有景象浅隐浅缓融入山中，融进大
自然。表达了作者天人合一道法自然
的观念，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对家
乡的热爱。展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自然生态美，同时也歌颂了
当今的和平盛世，没有和平何来
盛世，更无家园。

作品长90厘米，高31厘米，
厚20厘米，重约50公斤。可以放
在办公椅后面的玄关位置，也
可摆放在客厅的条几上，或者
门口的玄关柜上。端庄大气，稳
如泰山。

泰安玉之源工艺品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2012年，位于泰安市岱岳区道朗
镇，占地2000余亩，是以茶为主题，以千亩泰山茶
精品茶园为平台，打造有机生态种植、休闲观光旅
游、珍稀茶树品种种植繁育、生产加工、茶科技研
发、茶技术推广、茶品牌展示、茶文化传播为一体
的生态农业文旅度假综合体。园区内种植黄金芽、
御金香等珍稀茶树品种。

泰山茶溪谷绿茶，卷曲形炒青绿茶。茶叶生长
季节(春秋季节)气温低，光照较弱，昼夜温差大，茶
树新稍生长缓慢，营养物质积累多，夜间呼吸作用
较弱，消耗的营养物质少，鲜叶中氨基酸、叶绿素
的含量高等，形成泰山茶溪谷绿茶香高味浓、叶厚
耐泡、汤绿明亮、花香或栗香明显的特色。

山东泰山茶溪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成立于2001年5月，
为泰安第一家桃木工艺品专业生产企业。工厂座
落在世上桃园中心地带桃园镇晒书城，现已拥有
桃木剑、桃木如意、文具家具、摆件饰品等二十大
系列、近三千种桃木工艺品，先后在国际、全国、
省、市获一百余项大奖。

评为全国桃木旅游商品优秀品牌、山东省旅
游商品十佳品牌、省标志性旅游商品，并带动起肥
城市桃木工艺品行业的发展，肥城成为全国规模
最大、品种最全、创新能力最强的桃木工艺品生产
销售集散地。产品销往北京上海等全国二十几个
省市自治区，为馈赠收藏佳品。

肥城市正港木业工艺品厂

济南野风酥食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
事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深加工，生产山东特
产食品的企业，生产的糖酥煎饼等系列产
品曾连续获农业部、山东省优质产品奖，
被人民大会堂定为国宴用品。公司是山东
最早生产加工山东特产食品的企业，以生
产销售绿色无公害农副产品为主，主营产
品有野风酥、煎饼系列、高梁饴系列、全小
麦烧饼、小杂粮、
果品等10大系列
300多个品种。

其中“野
风酥”被中国

食品协会评为“优秀民族食品”，获得“中
华名吃”称号。产品连续获得国家级农产

品展销会的畅销产品奖，获得第八、九
届中国国际农产品展销会金奖，成为
山东省的特色食品，省、市旅游局的
十佳旅游商品。

济南野风酥食品有限公司

新品层出。“博古弗新”系列产品是对张裕酒历史
文化的独特诠释，产品卖点突出产品独有文化及古色
古香的包装，博物馆自主定制产品。张裕酒文化博物
馆十二生肖酒塞，以葡萄酒瓶塞为载体，将中国生肖
文化赋予新的表现形式及实用功能，可让游客动手制
作，实现参与体验需求。

张裕酒文化博物馆红酒面膜系列，历经三年研发
制作，具备地域性、市场性、实用性、创新性、工艺性等
属性，蕴含葡萄多酚物质花青素、白藜芦醇等多重美
肌护肤成分，抗氧化、活化肌肤。葡萄籽精油皂，以葡
萄籽精油为原料，取材纯净，品质优良，藤编的天然工
艺同时又传达了烟台葡萄种植园千亩原生态景区的
风情，是天然的护肤美容佳品。

烟台张裕旅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文
创产品研发中心，深入挖掘孔府档案，结合传统手工
艺，开拓思路、与时俱进，研发了一批具有儒家文化特
色的传统工艺品、曲阜三宝、文物复仿制品、孔子文化
书籍、文创产品、字画、玉器、苏绣、插屏等二十余种系
列，共计2000多种商品。

公司研发的文化产品多次在国内旅游商品创新
设计大赛中获得大奖，丰富了景区文化旅游项目，充
分调动了游客的文化消费潜力，引领了旅游商品产业
发展新的方向，满足了不同阶层对儒家文化产品的需
求，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实现了经济效益与
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东阿县东阿阿胶旅游养
生有限公司，是东阿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子公司，是东阿
阿胶体验旅游景区的运营单
位，主要负责以东阿阿胶城
为代表的东阿阿胶文化及旅
游项目的规划建设、推进实施及运营管
理，是一家以旅游、养生、保健于一体的
经营性公司，拥有国家AAAA级景区东
阿阿胶城、东阿药王山。

主要产品有东阿阿胶、复
方阿胶浆、真颜阿胶糕等，此
外东阿阿胶文创衍生品将阿
胶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中，涉及
毛绒玩具、电子产品、文化用
品、陶瓷产品、特色工艺品等

领域，目前开发纪念旅游产品有50余款，
代表性的产品有背包、阿胶文化剪纸、智
慧指令毛驴、唱歌驴、毛驴钥匙扣、东阿
阿胶文化丝巾，刺绣毛驴等。

东阿县东阿阿胶旅游养生有限公司

乌恰县斯姆哈纳村是帕米尔高原最
西端边界线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得天独
厚的气候，地理环境和水质，非常适合野
生黑枸杞生长。乌恰县斯姆哈纳志成农
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一家专业以野生

黑枸杞为原料，重点开
发野生黑枸杞深加
工产品的农民合
作机构，首创用
野生黑枸杞生
产出富含花青
素的黑枸杞牙

膏，这是一款牙齿美
白功效卓著的牙膏，
其美白牙齿的秘密
就在于牙膏中含有
丰富的花青素。花青
素接触空气后，产生
氧化反应，从而引起颜色变化。

除了美白功效外，这款牙膏采用养
生配方，所选取的斯姆哈纳野生黑枸杞
提取物能有效地对抗牙齿氧化、衰老现
象，改善口腔卫生并减少形成牙菌斑。另
外还可以防止牙根出血、改善睡眠。

新疆乌恰县斯姆哈纳黑枸杞农民合作社

福州脱胎漆器，
是具有独特民族风
格和浓郁地方特色

的传统艺术珍品，享誉国内外。福州脱胎
漆器髹饰技艺于2006年入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统髹饰技法有黑推光、色推
光、薄料漆、彩漆晕金、锦纹等，后又发展
出宝石闪光、沉花、堆漆浮雕、雕漆、仿彩
窑变、变涂、仿青铜等技法。脱胎漆器从
柔韧的夏布变成坚硬的漆器，是脱胎换

骨的蜕变，色彩的瑰丽与材质的坚固，铸
就它庄重的气质。

福州脱胎漆器的最大优点是：轻、光
亮美观、不怕水浸、不变形、不褪色、坚
固、耐温、耐酸碱腐蚀。日常用品有：盒、
盘、烟具、茶具酒具、咖啡具、灯架、家私、
文具等。欣赏艺术陈列品有：大屏风、挂
联、大小花瓶、人物等，即可供欣赏装饰，
又可做珍贵礼品馈赠，是值得收藏的艺
术珍品。

福建省工艺美术有限公司

2017年山东不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原创设计了中国首个茶园野奢美
宿——— 不负云顶。按照“下馆子”、“住院
子”、“找乐子”、“提兜子”的思路，根据日
照当地特色产品和周边村落的农副产品
资源打造，并打造“不负”系列产品(不负
绿茶、不负红茶、不负农产品、不负土特
产品、不负伴手礼等)。

项目具有100余亩的山野茶茶园，抱
山近海，坚持有机种植，成就独特品质，
每逢炒茶的季节，景区会提供给客人采
茶、炒茶的体验，从各个环节了解感受茶
文化。为让客人便利地买到地道的原生
态产物，开拓老乡农产品平价代售区，0

差价0利润代售农产品，南瓜、方瓜、土
豆、笨鸡蛋、小米、大米……原生态土壤
和清澈泉水培植的果蔬，勾起青涩的过
往和沉淀的乡情。

山东不负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前身是中国首家经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航空运动
协会和驻地军民航、文体、民政注册(2011年)和备案的
专业滑翔翼运动俱乐部——— 青岛猎鹰滑翔俱乐部，
2018年3月完成业务闭环建设并成立集团公司，是中
国首家集航空旅游营地建设产品供应、航空体育器材
研发及认证检测和交易平台、航空运动教育学校、世
界顶级飞行节特色文旅及展贸产业链的企业公司。

公司秉持继承华夏民族自古以来对飞天梦想的
探索精神，致力于自主化航空运动教育及其关联的培
育和发展，使人人参与低空飞行的梦想得以加快实
现，让国内更多青少年航空科普教育得到提升和交
流。

青岛猎鹰通航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在新形势下应运而生的一家景观小屋制造商，公
司专注景观小屋的研发、生产、销售，目前栖云系列全
景鸟笼民宿、葫芦民宿已经面世，并受到各界的关注，
实为景点增添很多特色，也迎合了当下用户群亲近大
自然的需求，周末我们去住鸟笼和葫芦已经成为一种
新时尚。公司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创新更加丰富体验的产品，相信很快便会有栖云系列
其他产品面世。

秘境空间丨“栖云”新款全景景观小屋民宿，是一
座会呼吸的主题景观民宿，适用于旅游、民宿、营地等
不同的景观。产品以钢结构为承重框架，以low-e中空
镀膜玻璃为墙体，铝型材为表面装饰组合而成，具有
时尚新颖、拆装便捷等优势。

淄博秘境空间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精选5 . 3万亩非转基因大豆基地种植的非转基
因AAA级大豆，用来自海拔1156米天然氧吧的蒙山
山泉水130℃高温煮沸30分钟以上，只揭取前3层最
精华油皮，非转基因大豆的精华，全部浓缩在这儿，
经过72道严苛的生产工序后，便生产出真正0添加、
绿色、天然的豆黄金天然鲜腐竹。

市场上常见的都是干腐竹，食用前需要耗费大

量时间泡发，而自然生长的豆黄金天然鲜腐竹，不
含任何添加剂，咬上一口，浓浓的豆香味立刻弥漫
口腔，展开后薄如蝉翼，非转基因大豆的营养精华
均汇于此。在涮火锅时，只需7秒即可食用，此外
打开包装亦可直接食用，全程-18℃以下
冷链运送，将新鲜度从工厂一直
锁到你的餐桌上。

豆黄金食品有限公司

雪野电子商务

干烘茶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自明代由皖入鲁，盛行
莱芜，辐射齐鲁。雪野印象干烘
保持其专有特色，汤浓色重，具
有浓烈老火香，受到大家喜爱。

此外公司还有雪野印象黑
蒜，包括袋装独头黑蒜、黑蒜米以
及礼盒装黑蒜等，无论是自己食用

还是送亲朋好友，都是不错的选择。
味道酸甜，食后无蒜味，不上火，对增

强人体免疫力、恢复人体疲劳，保持人

体健康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香肠一直是莱芜特产的典型代表，

雪野印象香肠传承百年香肠秘制配方，
选用精肉和小肠精制而成，风味独特，
营养丰富，美味清口，增进食欲，是宴请
宾客和馈友之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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