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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至美国洛杉矶
首条直飞航线开通

济南市旅发委
集中整治旅游市场

山东青岛至美国洛杉矶
往返定期直飞航线 12 月 11
日正式开通。这是青岛首条
直飞洛杉矶的航线，该航线
的开通连接起了中美两国的
两座重要城市，为青岛和洛
杉矶这两座友好城市搭建更
为便捷的空中桥梁。

厦门航空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黄国辉介绍说，该航线
每周往返各三班，全程飞行
时间约 11 . 5 小时，比通过其
他城市中转的飞行时间节省
3 小时以上，执飞的波音 787
-9 型客机是目前世界上最
先进的机型之一，共有 287
个座位，客舱布局由 30 个商
务舱和 257 个经济舱组成。

据悉，这是青岛与洛杉
矶之间的首条直飞航线，也
是青岛除旧金山之外，开通
的第二条赴美国直飞航线。
该航线将进一步加深山东与
北美地区的经贸文化往来，
为山东及周边区域居民前往
北美提供更具经济性和舒适
性的选择。

近年来，中美之间经贸、
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日益频
繁，厦门航空先后开通了中
国直飞西雅图、纽约、洛杉矶
等城市的航线，实现了美国
东西两岸的航线覆盖，为两
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搭建了便
捷的空中桥梁，至今已运输
了数十万人次旅客往返于中
美之间。 记者 史大玮

按照济南市旅发委《关于
在全市开展“秋冬会战”再推进
再深化专项整治交叉检查的方
案(代通知)》的工作要求，通过
前期动员部署，整治行动以小
组为单位，分别对济南市重点
区域和重点企业进行整治。

据了解，从目前检查的旅游
企业情况来看，个别旅行社存在
涉嫌虚假广告宣传、操作不合理
低价游线路，缺乏规范经营管理
意识：档案保存不完整、不规范；
旅游合同签订存在漏项、缺项；
未及时办理办公地址变更手续
等行为。针对上述团队操作与内
部管理问题，执法人员进行了现
场示范说明与指导，督促旅行社
规范、诚信经营，对涉嫌低价游
的违规企业，检查组提出了严厉
批评与责令整改要求。

下一步，济南市旅发委将持
续推进和深化“秋冬会战”旅游
市场检查活动，及时纠正旅游市
场中存在的弊端与问题，切实维
护游客合法权益，推动提高旅游
服务质量。 记者 史大玮

□记者 史大玮

每到寒冷的冬季，草莓采摘
成了很多家庭周末郊游首选，带
上家人或约上三五个好友，在大
棚里边吃边摘，还可以摘了买回
家给与家人分享。可采摘的时
候，除了品尝草莓，还需要注意
什么，你可知道？

小心蜜蜂

草莓的花需要授粉结果实，
现在天冷蜜蜂不可能从远处飞
来，种草莓的人在草莓大棚中会
放一个蜂箱，蜜蜂在棚内辛勤的
授粉采蜜，因此在采摘的时候不
定哪只蜜蜂在花中工作，一定要
注意不要打扰他们。

不要贪吃

摘草莓的时候吃草莓是不被
禁止的(很干净，只需吹吹)，种草莓
的人不会打农药，因为他们考虑的
是蜜蜂和来摘草莓的人，因此也希
望摘的人为他们想想，因为你吃的
越多，他们的收入就会减少。

保护草莓株

草莓是按垄种植的，采摘时
两脚各占一个垄沟，或者都在一
个垄沟，一般垄沟很窄，因此要
注意由于站不稳而踩坏草莓株。

草莓不易重压

如果草莓摘的少可以使用
塑料袋，摘草莓的地方会提供，
如果采摘的多，则需要使用硬纸
盒，这样草莓只承受上方的压
力，而不受两侧的压力，会好很

多，摘草莓的地方也提供，但是
是收费的，有的直接收取，有的
同草莓一起称重。当然，如果你
自带更好，比如特仑苏、金典的
牛奶盒就非常好。

小心感冒

由于是大棚，里边的温度和
湿度都比较高，戴眼镜的人要适
应大约 5 分钟，经过采摘的劳动
过程会很热，因此在采摘前脱掉
外衣，出草莓棚的时候再穿上，
以免感冒。

泰安服务区西区试营业
以来，因为与传统服务区不
同 ,尤其在餐饮、厕所等方面
超出对服务区的想象，一度
成为“网红服务区”。

一进服务区，除了装修和
配套设施的高端典雅以外，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餐饮区，中
餐、西餐、区域特色餐，咖啡
厅、冰激凌店、烘焙馆等一应
俱全。在咖啡西点区，西式的
休闲沙发上不时有过往的路
人前来消费、歇息；烘焙馆里，
现场烘焙的蛋糕、甜点、三明
治等吸引了不少女士和儿童。

传统的服务区经常气味
难闻、卫生差，有的顾客直接
捂着鼻子上厕所。在泰安服
务区西区 ,厕所区域，分为家
庭卫生间、休息区、母婴室、
第三卫生间、男卫生间、男洗
手区、女卫生间、女卫生区
等，在母婴室有可以冲奶粉
的冷热水、更换纸尿裤的平
台等，家庭卫生间设有大人
坐便、儿童坐便等。

卫生间门口的如厕引导
系统，设有一块液晶显示屏，
显示屏上用红绿色指示灯对
厕位是否有人进行区分，每
个厕位使用情况一目了然。

记者 史大玮

泰安服务区西区
成“网红”

□记者 史大玮

冬季旅游似乎到了淡季，除
了泡温泉、滑雪以外，很多主题
乐园景区和自然景观景区都闭
门谢客。元旦将至，不如出国去
看看，又能享受美景，又能悠闲
自在地观光，实在是不错的选
择。而且随着国内旅游消费的提
高，出国旅游更是好选择。

在出境游短线产品方面，因
为元旦和圣诞的到来，中国港澳
和东南亚地区的“温暖线路”也
开始走俏，特别是随着天气逐渐
转凉，带动前往东南亚等地的海
岛游、沙滩游线路重新走旺。至
于巴厘岛、马尔代夫等度假休闲
线，则更加注重品质，频走高端
路线，比如游客可以入住度假
村、体验露台豪华园景房等；日
本、韩国等境外秋色也受到游客
的青睐，各种赏红叶泡温泉的线
路相继登场。

澳洲游

澳大利亚，世界上唯一一个
独占整个大陆的国家，也是大洋
洲最大的国家。澳大利亚地处南
半球，季节与中国完全相反，其
12 月-2 月为夏季，且是最佳的旅
游季节。

澳大利亚东部沿海有全世
界最大的珊瑚礁——— 大堡礁，也
是世界上养羊最多的国家，走一
趟澳洲，饱览醉人的大自然美
景，感受澳洲人的活力和闲适，
让您暂时摆脱喧嚣的尘世生活，
重拾清新自然的生活真谛！

新西兰，离澳大利亚很近，
很多旅行社都会把这两个国家
放在一起游玩。新西兰属温带海
洋性气候，季节与北半球相反，
和澳大利亚一样，12 月至 2 月为
夏天，6 月至 8 月为冬天。夏季平
均气温 25 摄氏度，冬季 10 摄氏
度，所以夏季是一年中最适合旅
游的季节。

你可以去“帆船之都”奥克
兰，它依海而建，景色优美，是新

西兰第一大城市，四周被海洋和
火山环抱，有美丽的港湾和壮观
的大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帆船
爱好者。

海岛游

◎泰国普吉岛
普吉岛是泰国最大的海岛，

也是泰国主要的旅游胜地，被誉
为安达曼海的明珠，岛上海水清
澈湛蓝，拥有众多的美丽海滩，
主要集中在西部海域，水上活动
较为丰富，潜水爱好者更不能错
过海底的美丽景致，再加上周边
的奇特小岛，每年岛上都会吸引
大量的游客。在普吉岛，白天的

椰林树影，傍晚的美丽夕阳，夜
晚的丰富闹市，或是躺在沙滩椅
上无所事事都是一种享受。如果
你是蜜月旅行，建议选择普吉
岛，安排活动不多，可以有更多
的时间交流。

普吉岛的最佳旅游季节其实
和海南一样，都是 11 月— 4 月，
因普吉岛的旱季是从 9 月到来年
4 月，刮东北季风，天气、沙滩都为
一年中最好。趁着冬季不妨去一
趟普吉岛，感受异国风情海岛，而
且泰国离咱们不算远，花费也不
是特别高，作为入门级海岛再合
适不过了。
◎马尔代夫

马尔代夫是世界最大的珊
瑚岛国，它犹如上帝洒入凡间的
珍珠散落在浩瀚的印度洋上，这
里椰林树影、水清沙柔、碧海蓝
天，被誉为“印度洋上人间最后
的乐园”。在马尔代夫，目前有约
100个岛屿以“一岛一酒店”的模
式开发成度假酒店，由世界顶尖
设计师们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
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
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酒店设施、
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
务，吸引着很多游客来此度假。
在这里，没有需要舟车劳顿的景
点，没有熙熙攘攘的游人群体，
你只需要悠然的踩踩沙滩潜潜
水就足够了。且马尔代夫日夜温
差不大，风光美丽，气候宜人，是
旅游休假的好地方，基本上全年
皆适合观光旅游。
◎韩国

冬季的韩国也是一个风景
秀丽的国家。冬天的韩国看上去
像是穿上了一层白色的婚纱，显
得那么优美又有一种不同于别
的城市成熟的韵味。冬季去韩国
要去吃正宗的韩国料理、烤肉、
海鲜。喝清酒暖暖身子。并且韩
国这个国家有很多属于自己的
特色。韩国的首尔是一个时尚之
都，这里什么东西都显得那么流
行。并且首尔是一个古代文化和
现代文化完美结合的城市。如果
冷了那么去韩国的饭店吃正宗
的韩国料理和小吃，韩国料理是
特别赞的一种美食；还有冬季釜
山的夜景也是不能错过的。
◎日本

北海道有200多处温泉胜地，
作为北海道代表温泉的登别温
泉位于北海道的西南边，海拔
200 米左右，拥有“北海道第一大
温泉区”的美名，是原始森林环
抱的温泉疗养地，著名的日本温
泉乡。温泉东北部是登别原始森
林，这里以水抱树、九枚竹为中
心，混生着各种阔叶树；耸立在
东边的四方岭有世界最大规模
的熊牧场，可以见到黑棕熊。

岁末将至 出境海岛游走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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