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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市北
一路“捡爱行”

11月18日上午10:00，蓬莱
海洋极地世界迎来活泼可爱
的“海洋精灵”——— 20只安哥
拉产非澳毛皮海狮，这是蓬
莱海洋极地世界首次引进非
澳毛皮海狮。

此次共引进20只海狮，
雄性、雌性各10只，年龄在1
岁左右，体长约50-60cm，属
于“海狮宝宝”。“非澳毛皮海
狮是海狮科毛皮海狮属的一
种，主要分布于非洲南部和
澳大利亚南部，它性情温和，
喜欢集群，这次引进主要是进
行科普、繁育方面的研究。”蓬
莱海洋极地世界极地馆馆长
王本明告诉记者。

据了解，20只小海狮扎
根新家后，将度过1个月的隔
离观察与环境适应期，预计
于12月底与游客见面。

记者 史大玮

蓬莱海洋极地世界
引进非澳毛皮海狮

中国护照正式享受新西兰自助通关金沙湾助力冬奥
未来之星计划启动

针对2022冬奥会，人生能
有几次搏啊！为了助力冬奥、
普及冰雪运动，金沙湾滑雪场
肩负起了这一社会责任，特推
出公益活动“未来之星计划”。

凡是身高1 . 5M以下的儿
童都属于“金沙湾未来之星”。

在父/母滑雪的情况下，未
来之星享受全天免费滑雪，规
定期限内不限次数，购票方式
不限。

参与未来之星活动的宝
贝们，均可在园区现场报名，
对滑雪进步较快有一定天赋
的，经过初选，统一安排时间
接受专业教练的免费指导。

活动时间：2017年11月底
开业—2017年12月29日。

记者 史大玮

巴厘岛:蓝色岛屿梦幻你的冬天

走进市北，品味青岛。11
月18日，文明游、护环境2017
青岛旅游惠民月——— 文明旅
游捡爱行活动在北岭山森林
公园举行，来自跑步俱乐部、
学校等社会各界共计400余人
参与活动。

记者了解到，本次活动
以公益性和趣味性为主，比
赛为辅，让参赛者在参与活
动的同时，能够为保护环境
奉献一份力量。

“活动参与者最大的76岁
的，最小的仅有1岁多，我们
不论名次，只希望让大家能
够在活动中发现身边的美，
不仅仅是风景美，还有心灵
美。”据悉，每个参与者都会
拿到手套和垃圾袋，一路前
行，一路捡“爱”。

据悉，本次活动由青岛市
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导，青岛市
市北区文明办、青岛市市北区
旅游局、青岛市市北区委区直
机关工委主办，青岛唐米公关
策划有限公司承办，青岛毅跑
田径运动俱乐部、山东和易国
际旅行社有限公司、青岛悟空
智联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行远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共同协办。

当天参与的市民都非常
热情，无论是满头白发的老
年人还是呀呀学语的小朋
友，都不顾初冬的寒冷，热情
高涨的参与到文明旅游、保
护环境的活动当中。

保护环境、文明出行的
理念已经慢慢的渗入到了我
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培养良
好的环保旅游习惯，要从身
边做起，从脚下开始。

记者 史大玮

据新西兰天维网报道，1 1
月 17 日开始，新西兰海关将正
式对中国公民开放自助通关
(eGate)服务，带有电子芯片的中
国护照只需要 10 秒钟就可以出
入境新西兰。

17日早上，奥克兰机场国际
航站楼举行了中国旅客eGate自
助通关服务正式开通仪式。

使用 eGate 自助通关服务
只需按照自助通关机屏幕上的
提示，将自己带有电子芯片的
中国护照个人信息页放入自助
通关上，仅两秒钟，机器就能辨
认出护照身份，第一道闸门随
之打开。

经过第一道闸门之后，自
助通关门提示拍照并进行面部
识别，过了五秒钟之后，系统对
比成功，通关门自动打开。

在约十秒的时间里，旅客
就可以通过新西兰海关，正式
入境。

新 西 兰 海 关 部 长 M e k a
Whait ir i在致辞中说，新西兰海
关eGate自助通关系统自2009年
实施以来，有效地提升了旅客过
关体验。

中国是新西兰第二大游客
来源国，去年中国游客在新西兰
消费23亿纽币。未来五年有望实
现50亿纽币。为中国游客实现自
助通关，将有效提升中国游客出
入境体验，从而吸引到更多的中
国游客来新西兰。

此前，只有新西兰、澳大利
亚、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护照持
有者，才能够享受eGate自助通
关服务。新西兰海关在经过一年
多的测试后，从11月17日起，中

国护照持有人将成为又一享受
该项便利措施的人群。

也就是说，中国公民持有效
电子护照，也将能享受 10 秒快
速通关的自助通关服务。

近年来，中新两国人员往来
日益密切，特别是中国公民来新
人员增长迅猛。目前，中国已是
新西兰第二大海外游客来源国，
第一大留学生来源国。

自 2014 年起，中国驻新西兰
大使馆就积极推动新方向中国
护照持有人开放 eGatet，为中国
公民入出新西兰境提供便利。

据了解，目前约有70%已签
发的中国护照为新版的电子护
照，这部分人们将充分享受到新
西兰海关自助通关系统的便捷。
不过，12 岁以下的儿童仍无法使
用自助通关服务。 据中国侨网

□记者 史大玮 摄影 顾佳泉

巴厘岛是每个人心中对热
带的渴望。慢下来，在惬意休闲
与隐秘奢华间，用心发现它的精
致之处，领略巴厘岛的万种风
情。白沙滩、世界级的冲浪点、珊
瑚礁和水疗中心无处不在，冬天
的巴厘岛是个阳光普照的度假
胜地。那么巴厘岛都有哪些值得
游玩的地方呢？

海神庙：供奉着巴厘岛诸
神，始建于16世纪，是巴厘岛三大
神庙之一，也是七座濒临海岸的
庙宇中最著名的，并且拥有巴厘
岛最美的夕阳。寺庙对岸有一座
观景亭，可以远眺落日景致，夕
阳将金光洒满印度洋，朦胧的光
线勾勒出海神庙古典而充满浪
漫情调的轮廓。

乌鲁瓦图断崖：乌鲁瓦图断
崖(Pura Luhur Ulu Watu)位于
巴厘岛的最南端，在海拔97米高
的断崖之上，矗立着乌鲁瓦图神
庙(Pura Luhur Uluwatu)。寺庙
的正前方还有一片小树林，数以
百计的猴子栖息于此。傍晚，还
有传统Kecak舞蹈表演可以观看。
演出伴随着夕阳海景，给人一种
超脱现实般的神奇体验。

蓝梦岛：蓝梦岛面积不大，
但是在这里你可以尽情冲浪、潜
水、享受海滩上壮观无比的日落
绝景，也可以徒步或骑自行车环
绕小岛一周，深入到偏远的农村
去体验生活。这里的海水清澈无
比，水下生物清晰可见。

印象巴厘岛 行程介绍

济南直飞
D1：济南直飞巴厘岛(美女

献花)入住酒店。
参考航班：济南—巴厘岛

10：00—17：30，早：自理、午：自
理、晚：团餐，住宿：巴厘岛。

D2：海神庙—金巴兰沙滩。
早：酒店内午餐：岛上自

助，晚餐：金巴兰BBQ。
早餐后前往【海神庙】，海

神庙座落在离海不远的巨岩
上。晚餐前我们前往巴厘岛最
著名的落日观赏地【金巴兰海
滩】，在这里享用【金巴兰海鲜
BBQ】，后前往酒店住宿。

D3：阿勇河漂流—乌布皇
宫—传统市场—珠宝店—土产
店。早餐：酒店内，午餐：特色脏
鸭餐，晚餐：中式料理。住宿：巴
厘岛。

早餐后前往巴厘岛当地著
名的【阿勇河漂流】(1小时)，一
般橡皮艇上乘坐4-6人，整个线
路上迎面而来的景观，令人赞
叹。之后前往【乌布皇宫】，巴厘
岛皇宫虽然没有中国的大气，
但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座百花盛
开的大花园，还有众多的艺术
装饰品和金碧辉煌的家具点缀
其间，时时提醒您皇宫的高贵
独特。您还可以逛一下巴厘岛
的【传统市集】，这里的工艺品

价廉物美，而且多种多样，令你
爱不释手。

温馨提示：65岁以上老人，
不建议参加阿勇河漂流；凡患
有心脏病、高血压或其他疾病
的人以及孕妇不适宜参加漂
流，由于此项目为特别赠送，不
参加费用不予退还。

D4：南湾—海龟岛—乌鲁瓦
图情人崖—下午茶—咖啡工厂—
乳胶梦工厂—南洋芳香精油
SPA。早餐：酒店内，午餐：海鲜餐，
晚餐：团队餐，住宿：巴厘岛。

早餐后【南湾】在亚洲印度
尼西亚巴厘岛最南端，是巴厘
岛水上活动相对比较集中的海
滩之一。后前往【乌鲁瓦度断
崖】它背后有着浪漫的爱情故
事，之后静静的享受【海景下午
茶】时光，搭乘玻璃底船前往

【海龟岛】(如遇印尼政府因环保
政策查封，无法抵达海龟岛，同
时取消岛上游览项目，包括与
大海龟、大蟒蛇、大蜥蜴拍照留
念)。之后前往【芳香精油SPA】
SPA是巴厘岛特色的代表之一，
闻名世界。它以独特的手法，让
游客可以消除旅途中的疲劳。
会前往【咖啡工厂】参观咖啡制
作过程品尝香醇咖啡，让您在
异国的风情中更添加浓浓的异
国香情。

温馨提示：SPA限定10岁以
上-65岁。凡患有心脏病、高血压
或其他疾病的人以及孕妇不适
宜参加精油SPA，由于此项目为
特别赠送，费用不予退还。

D5、D6：自由活动或推荐自
费。早餐：酒店自助，午餐：自
理，晚：自理。

D7：【Water B low海上喷
泉】+【Bali Collection】—送机。

参考航班：巴厘岛—济南：
JT2631(01：20---08：10)。

报价包含：
1：济南-巴厘岛往返国际

机票(团队经济舱);
2：精品酒店 (两人一间/自

助早餐，酒店入住顺序不指定)；
3：行程所列餐；
4：境外旅游巴士及外籍司

机(根据团队人数而定)；
5：行程中所列景点门票；
6：旅行社责任险。
7：专业全程领队、地接优秀

国语导游。
团期：11月29日，6晚8天，原

价5980元/人，现价3999元/人，携
带近报每人再反500元读者补贴。
报名电话：13406502888（同微信）。

库库塔塔海海滩滩冲冲浪浪的的游游客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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