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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7 首届烟台仙境
海岸旅游节暨“新海岸新烟台·
巡航崆峒列岛”启动仪式，在烟
台旅游大世界旅游码头举行。
烟台登山协会会员及部分游客
登船体验了新绎旅游推出的崆
峒岛海上游产品。

据了解，此次活动由烟台
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支持，烟台
市旅游协会主办，烟台市登山
协会协办，烟台新绎旅游承办，
并拉开了“烟台人游烟台”秋季
大型品牌系列活动———“首届
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的序幕。

据了解，为展现全域旅游
发展成果，激发全民参与旅游
的热情，烟台市旅发委推出以

“城乡旅游化、旅游生活化”为
主题的“烟台人游烟台”活动。
作为“烟台人游烟台”的金秋升
级版，“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
节”,旨在全方位展示烟台仙境
海岸的美景与魅力，让广大市
民和游客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
系列活动，深度领略仙境烟台
的秋韵。

烟台在全域旅游创建中树
立国际化海岸的品牌目标，秉
持“新海岸、新视界、新烟台”理
念，在传承中创新，寻找空间的
跨越和文化的突破，发掘烟台
全域旅游的“新丝路、新业态、
新空间”；时值烟台海洋的开海
节和丰收季,推出“崆峒岛登岛
之旅”、“崆峒列岛全景巡航”等
全新旅游产品，对于挖掘烟台
海上游文化、拓展海洋旅游具
有重大意义，是烟台“仙境海
岸”目的地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中的“海洋展现”。

记者 史大玮

悠闲过十一 国内小众旅行地推荐

济南9月底前免费w i f i

覆盖重要公共场所

首届烟台旅游节开幕
来崆峒列岛巡航吧

免费wifi能够让市民手机
上网更加方便，在重要公共场
所设置免费的wifi济南也已提上
日程。今年3月，济南市政府办公
厅印发了《济南市加快推进通
信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实施方
案》，9月底前实现车站、机场、广
场、重点旅游景区、政务服务中
心等区域wifi覆盖和免费开放。
同时，将引导和推进大型商场、
购物中心、繁华商业街、专业市
场、宾馆、饭店等商业性服务场
所实现wifi覆盖和免费开放。

免费 wifi 怎么建？济南也给
出答案。免费 wifi 建设和运营单
位应为接入者提供网络基本应
用，尽可能创造条件提供网络视
频等应用。并且，坚持以市场化
运作为主，引导网络运营企业创
新发展移动广告、第三方付费等
商业运营模式。记者 史大玮

今年“十一”出境游很抢手

中秋国庆双节连放八天假
出境游报团要趁早

据了解，“十一”期间国内旅
游线路的热门城市依旧是海南、
厦门等海滨城市。一位前来旅行
社咨询的市民于先生表示：“平
时忙于工作，正好趁着‘十一’黄
金周好好放松一下，去海滨城市
体验不同的生活。”

“今年国庆长假与中秋假期
重合，黄金周长假共有8天。与往
年‘黄金周’出游‘黄金价’相比，
今年‘十一’期间各条长线价格
涨势温和，日本、马尔代夫等线
路，黄金周期间的价格与平时相
比并无太大变化。”某旅行社工
作人员介绍，“7月初开始，出境
线路就开始接受报名了，最早是
欧洲、美洲等长线，最近刚推出
的是日本等短线游，因为长线无
论是机票还是签证，都需要更多
的准备时间。提前预订也有将近
1000元的优惠，眼下不少10天的
欧洲线路已经满团，俄罗斯、土
耳其等8天左右的团期也报名了
一半以上。9月29日至10月1日是
出行最为集中的时间。”

目的地选择注意签证政策

在日前的出游咨询中，邮轮
也占据着一定比例。日本依旧是
邮轮出游的首选。随着菲律宾

“落地签”政策的施行，东南亚邮
轮出游也将在“十一”迎来高潮。

据了解，“十一”期间，游客大多
会选择皇家加勒比邮轮、歌诗达
邮轮、天海邮轮等旗下船队，今
年刚进入中国市场的两艘新
船——— 诺唯真·喜悦号和公主邮
轮盛世公主号也成为游客的热
门选择。

今年上半年，对我国免签国
新增 6 个，包括塞尔维亚、突尼
斯、白俄罗斯、巴巴多斯、乌拉圭、
卡塔尔，塔吉克斯坦对中国公民
开放了机场落地签。自 8 月份起，
中国公民还可以申请俄罗斯远东
地区的免费电子签证，可通过符

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自由港边
防检查站前往实行自由港制度的
5 个俄远东联邦主体旅行。截至 8
月 25 日，持普通护照中国公民可
以享受入境便利待遇的国家和地
区已增至 60 多个，方便了消费者
来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例如，菲律宾移民局 8 月 17
日宣布，将向符合条件的中国公
民签发“落地签证”，中国公民可
申请落地签的停留期为30天，也
可申请延期最长至6个月。该政
策已使该国长滩岛旅游的国庆
咨询升温。

目前，已经开放免签政策的
突尼斯、摩洛哥一线增长迅速，
其中突尼斯摩洛哥13天连线产
品受到消费者青睐。同时，由于
土耳其政治局势回稳，国庆前往
出游人数也将大幅度上升。有兴
趣的消费者可以考虑前往。

今年是加拿大建国 150 周
年，加拿大政府为此宣布，2017 年
46 个国家公园对所有人全年免收
门票，加拿大是我国游客出境游
的热门目的地，预计免票政策将
会成为各旅游企业营销的重点。

出国旅游这些细节要留意

证件准备。参加团队旅游时
千万别忘了护照、机票(最好携
带几张证件复印件)，领队在其
他国家会帮助保管护照，但在香
港，可能警官会在街头查验护
照，所以护照还是要自己保存随
身携带，机票也得妥善保管。

行装准备。出门在外，尤其
是到外国旅游，提前上网搜索相
关资料，早些拟出一个单子，写
出要带的东西，然后按图索引，
可以避免出发前临时忙乱。

药品准备。几种药是应该在
行囊中必备的药：感冒通、乘晕宁、
息思敏、黄莲素、创可贴等，心脏病
人还千万别忘了带硝酸甘油。

酒店费用调查。到达酒店房
间时，里面什么东西可用，什么东
西不可用，要先请导游帮助问好。

盼啊盼啊，终于盼来了。经
过连月来的伏季休渔期，9月终
于正式开海啦。石岛作为一座
美丽的滨海小城，拥有中国北
方最大的渔港，这里盛产海鲜！
你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货，海
参、鲍鱼、对虾、螃蟹、皮皮虾、
鱿鱼、鲅鱼、黄花鱼等等。

赤山渔港整装待发的渔
船，他们已经扬帆起航，出海
捕捞，我们每天都会吃到最新
鲜的海货了。想想这些被禁了
几个月的海货们，忍不住就要
蠢蠢欲动，当然，美景与美食
是最配的！金秋九月也是赤山
最美的季节。

秋高气爽，温度适宜，拭
去夏季的狂躁，带来秋收的喜
悦，更加带给我们五彩斑斓的
视觉享受。此时的赤山将换上
美美的秋装，静候你的到来，
让我们一起追寻初秋的脚步，
找寻赤山的美丽。

精彩推荐：
1 . 石岛赤山：上山看海，

并不是每座山都叫赤山。
2 .赤山渔港：走进港口，看

赤山渔业公司船来船往。
3 .石岛渔港：走进中国北

方最大的渔港，看熙熙攘攘。
4 . 百年花村：寻找老院落

里的百年茶花树。
5 . 凤凰湖生态园：体验最

美乡村生态采摘游，看瓜果梨
桃香满园。

6 .赤山大酒店、天都大酒
店：饕餮刚上岸的海鲜，盛宴。

记者 史大玮

金秋开海海鲜盛
快来石岛吃海鲜吧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连放，8天超长假期让很多消费者有了去
更远地方走走看看的想法。从数据看，目前游客对出境游线路关
注度较高，旅行社预订也在持续升温。日前，各大旅行社都已开始
接受国庆预订，包括携程、同程等各OTA也开始围绕国庆黄金周
开展相关活动。业内人士预测，随着假日临近，今年“十一”将迎来
出境旅游新高峰，有兴趣的消费者不妨早下手。

隔记者 史大玮

十一旅游，国内许多景区人
满为患，赏景变成了看人。嫌人
太多，何不尝试去冷门景点看一
看呢？有些景点虽然偏冷门一
些，但是景色绝对不输热门旅游
景点。

牛背山

牛背山的名气也许没那么
大，但是牛背山朝青衣江一侧，
视野开阔，云海壮丽，被誉为“中
国最大的观景平台”，是绝佳的
摄影圣地。

登高远望，泥巴山、娘娘山、
瓦屋山、峨眉山、夹金山、四姑娘
山和二郎山在前，大渡河大峡谷
在后，几乎天府之国的所有名山
峻岭在此时都变成了玲珑盆景。

地址：四川雅安市荥经县境
三合乡瓢儿沟，与泸定县交界

费用：无需门票
用时参考：建议1天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交通：成都石羊场客运站发

车，到达荥经县城，再换成短途客运
去三合乡。往返包车费用 700-900元。

阿尔山

阿尔山位于中蒙边界的内

蒙古阿尔山市，十一正是阿尔山
最美的秋季，秋色醉人。

金色的草原、宏伟壮观的火
山峡谷，云雾蒸腾的火山温泉，林
海明眸天池，原生态的哈拉哈河
风光，品种繁多的野生动植物，玛
瑙般的天然山野果晶莹剔透，为
人献上一份宏大的视觉盛宴。

潺潺的小溪、叮咚的山泉，
鹿鸣鸟歌会呈现给您一场宏大
的森林、温泉、火山、草原的交响
乐章。

地址：内蒙古兴安盟阿尔山
市东北部，大兴安岭西南麓

费用：旺季180元，淡季150
元。停车费25元/车。

用时参考：建议1天
开放时间：8：00-17：00
交通：
1 . 火车:每日有两班火车从

乌兰浩特发往阿尔山市。乘坐早
晨那一班可以饱览窗外的林区
风光，快车，无卧铺；乘坐晚上
那一班则可以拍摄到第二天清
晨阿尔山林区的屡屡炊烟，慢
车，有两节卧铺。火车费用 6 0
元左右。

2 . 包车是游玩阿尔山的最
佳选择。由于沿途路况参差不
齐，建议租用越野车前往，大概
800 元/天。

七藏沟

大家知道九寨沟，却很少有
人知道七藏沟。七藏沟在松潘到
九寨沟景区的路上，是一个传说
中的仙境。当年，只有为数不多的
几个采药藏族老人知道它的存
在。七藏沟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
原始和安详，沿路风景，没有一丝
一毫人为开发的痕迹。最美的美
景，就是未经雕饰的自然！

七藏沟方圆 50 公里都是荒
无人烟的境地，因此没有良好的
户外知识和户外生存经验的朋
友，切不可贸然前往。沿途不可
以随地生火、丢弃不可降解的垃
圾，更不可以在海子里钓鱼。

地址：四川阿坝州松潘县川
主寺镇北部，毗邻黄龙机场

费用：无需门票
用时参考：建议2-3小时
开放时间：全天开放
交通：1 . 在成都茶店子客运

站乘坐大巴车到川主寺镇，票价
60 元左右。

2 . 从川主寺到达卡卡沟道
班没有直达车，需包车前往，面
包车价格在200元左右。

3 . 达卡卡沟道班有可以租
用的马队，每匹马的全程租金约
150 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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