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导游游TToouurr 2018年1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史大玮 美编：顾佳泉28

1月3日上午，济南文旅发
展集团与乾港旅游项目开发
(天津 )有限公司举行签约仪
式，双方将共同打造跑马岭旅
居基地项目。项目分两期进行，
总投资10亿元，其中一期计划
投资1 . 3亿元。这标志着跑马岭
景区向休闲度假区转型发展有
了实质性进展。

济南跑马岭景区，位于南
部山区群山之巅跑马岭上，距
市区40公里，占地一万余亩，森
林覆盖率达90%。过去曾经依靠
野生动物主题成为我市旅游行
业的标杆企业，伴随着野生动
物世界的搬迁，景区失去了核
心吸引力，进入转型升级阶段。

据悉，跑马岭旅居项目计
划设置国际休闲小镇、生态养
生示范基地、非遗文化展示区、
精准扶贫示范基地、特色食品
民俗文化街区、飞行培训基地、
旅居产业加工园区、创业工厂
孵化中心、商业购物中心、影视
拍摄与体验中心、全球儒家文
化交流中心等，是国内旅游新
业态的前沿项目，将打造成国
内首家文体旅游经济新业态转
型升级国家级示范基地，建成
后将带动周边地区一、二、三产
业的结构性调整，促进地方经
济转型升级。 记者 史大玮

济南跑马岭
将变成休闲度假区

2018年第六届济南市冬季畅
游泉水国际邀请赛将于1月13日、
14日在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大
明湖风景区)盛装开启。

以“现代泉城济南，最美泉
水冬泳”为主题，全面展示泉城
济南的泉水文化和城市景观。

济南冬季畅游泉水国际邀
请赛由济南市政府主办，自2013
年起，已经成功举办了五届，经
过多年的培育成长，“济南冬泳
比赛”已经成为国际、国内知名
的品牌国际冬泳活动，是目前国
内规格最高、参赛国家和地区最
多的国际冬泳赛会活动之一。做
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泉水中开
展的冬季游泳项目，济南泉水的
神奇魅力赢得了国内外众多冬
泳爱好者的广泛赞誉。

本届比赛将泉水文化、城市
景观、人文历史等各类元素融入
办赛工作的各个方面，贯穿办赛
的全过程，让泉水文化和景观走
向世界。开幕式特别增加了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商河鼓
子秧歌、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体
育项目展示，济南泉水冬泳赛的
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饱满，
具有更加强大的吸引力。市体育
局、市旅发委等部门将组织一系
列活动，通过“冬泳赛”，在国际
舞台上展示泉城济南的独特魅
力，让全世界关注赛事的朋友，
一同领略泉城风貌，一同倾听泉
城故事，一同感受泉城魅力。

记者 史大玮

济南国际冬泳赛
将在大明湖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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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已悄然来临，主城周边
不少高山景区已经铺上了厚厚
一层雪。对于不少父母来说，周
末带孩子去玩雪是不错的亲子
活动。但下雪天户外温度低、地
面湿滑，孩子容易受凉感冒或滑
倒受伤。

据记者了解，济南滑雪场纷
纷开门迎客，不少滑雪场也都设
立儿童戏雪区，专业人士提醒父
母，带孩子玩雪一定要注意安
全，防止孩子受伤。

防寒保暖

父母带孩子前往雪地玩耍
时，一定要及时给宝宝添置厚衣
物。衣服不但要暖和，还要贴身。
不要穿长款的大衣或者戴长围
巾，否则很容易被绊倒。玩雪时还
应给宝宝准备围巾、棉帽和手套，最
好戴上一副五指分开的防水手套，
以免冻伤。当然，为了以防万一，最
好再给宝宝多带一件厚外套。

此外，如果玩雪结束后觉得
孩子小手冻僵了，不要马上烤

火，否则会生冻疮，可双手用力
搓动取暖来帮助孩子恢复。

运动适当

虽然雪地气温较低，但由于
衣服穿得较厚，加之孩子不停运
动，难免会因出汗而导致感冒。
因此，父母应注意，不要让孩子
过度运动，如出汗较多，要尽快将
孩子带到室内休息，等汗水消散。

皮肤滋润

高山雪地景区，难免会有寒
风伴随。而孩子的脸和手要是长
时间被冷风侵袭容易干燥和皴
裂。因此，出发玩雪前父母一定
要给孩子做好护肤准备，尽
量选用滋润度比较高的护
肤品给孩子裸露在外的
部位涂抹，以防冻伤。

避开人群

到了雪地，滑雪是必
不可少的项目。如果滑雪
场有幼儿滑道，则要让孩
子在幼儿滑道玩耍。如
果没有，家长一定要

注意，让孩子在滑雪时尽量避开
人群，以防不慎相撞受伤。

勿碰铁器

雪地温度低，一些长时间裸
露在外的铁栅栏和铁门等铁器
的温度更低。如果宝宝不小心
摸到这些铁器，可能会瞬间粘
住宝宝的皮肤，造成冻伤或割
伤等意外情况。在雪地家长不
要让孩子触碰铁器，因此戴手
套是不错的选择。

不要吃雪

雪虽然看上去洁白无瑕，其
实并不干净，加之过凉对孩子肠
胃更是不好。因此，父母要注意
不能让孩子吃雪。

周末亲子戏雪好休闲
安全防护莫大意

畅游青岛18家景区
仅需200元

1月5日，在以“全域旅游、
全新追求”为主题的青岛2018
旅游主题发布会上，一系列青
岛旅游营销新内容、新举措相
继发布。其中最新推出的“大
青岛脸卡”格外引人注目。总
门票超过2000元的18家签约景
区，200元即可“刷脸”畅游。

据悉，“大青岛脸卡”本着
“便民、惠民、利民”的原则，以
“微信”为互动平台，采用腾讯优
图研发的人脸识别技术和动态
二维码技术，可以实现刷脸入
园，方便快捷进入景区。定价只
有200元，可以在一年期限内，去
数量超过18家的景区游玩，景区
包括崂山太清景区、世博园、电
视塔等知名景区(具体详情可以
关注“大青岛脸卡”公众号)。而
且有的景区不限次数，这大大
降低了市民的出游成本，激活了
市民的旅游热情。记者 史大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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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公布
和全面实施十三五旅游发展规
划的开局之年，旅游产业纳入山
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省政
府分别下发了关于十大文化旅
游目的地品牌、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发展工业旅游的意见，旅游
产业纳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8日，山东省旅发委发布山东
旅游十大新闻，公布了山东2017
年的旅游“大事件”。让我们一起
来看看这十件大事，在你出游时
受益了吗？

一、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
与26个部门签订了14个全域旅游
联合推进计划。进一步强化了资
源整合、政策扶持、环境保障、联
合执法、宣传营销和综合考核六
大机制。

二、全域旅游大戏连台，山
东成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省创
建单位。

三、文旅融合再提速，山东
加快推进十大文化旅游目的地
建设。2月17日，山东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加快推进十大文化旅游
目的地品牌建设实施方案》，坚
持全域旅游发展理念，整合全省
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文化资源，
把十大品牌建设成为在国内外
具有较高知名度和美誉度的文
化旅游目的地品牌集群，构建全
国文化旅游发展新高地。

四、山东省乡村旅游提档升
级，旅游扶贫成效显著。6月1日，
山东省政府印发《山东省乡村旅
游提档升级工作方案》，山东将从
规模化、精品化、效益提升化等方
面全面推动乡村旅游提档升级。
全省将旅游扶贫作为脱贫攻坚

“三驾马车”之一，涌现出“临沂模
式”“枣庄模式”“淄博模式”等一
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创新性的

旅游扶贫模式。临沂市承办了全
国红色旅游扶贫培训班，全国贫
困地区旅游扶贫培训班在枣庄市
山亭区举办。

五、山东启动厕所革命“新
三年”行动计划。山东省旅游厕
所建设管理工作始终走在全国
前列，新建改建旅游厕所达16100
座，建设数量全国第一。枣庄、济
宁、临沂、烟台、济南、青岛、潍坊
7个市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厕所
革命先进市”，受表彰数量全国
第一，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被
国家旅游局评为“厕所革命综合
推进先进单位”，并获得厕所革
命突出成果奖。

六、第五届世界摄影大会聚
焦山东。8月8日-14日，第五届世
界摄影大会在山东举办。来自42
个国家和地区的313名海外摄影
家以及20位国内知名摄影师，深
入我省8个城市60多个拍摄点进
行采风拍摄。大会期间举办了多
项摄影展览、泰山国际摄影艺术
联合会认定摄影基地命名仪式、

丝路国家摄影组织国际合作峰
会等活动，发布了《青岛宣言》，
架起了中国与世界摄影文化合
作交流的桥梁，进一步提升了

“好客山东”品牌国际知名度与
美誉度。

七、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
在曲阜成立。9月27日，由山东牵
头其他九省市及海内外旅游机
构发起的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
盟在曲阜成立。大会正式通过了

《中国研学旅游推广联盟章程》，
并将联盟秘书处设在济宁。

八、山东全省新增两家国家
5A级旅游景区，总数达11家。2月
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旅游规
划发展工作会议上，国家旅游局
为山东省青州古城旅游区和威海
华夏城旅游景区等新晋国家5A
级旅游景区授牌。

九、践行文明旅游山东走在
前列，“旅游啄木鸟”从泉城走向
全国。济南“旅游啄木鸟”开创了

“行政监管+社会监督+媒体共建
+行业自励+游客自觉”五位一体

的社会参与旅游行业治理新机
制 ,成功推动了旅游业监管由政
府部门监管为主，向大众关心、
万众参与、社会各界广泛支持的
综合治理方式为主的转变，得到
国家旅游局的高度认可。

十、山东省实施旅游产业
质量大提升行动计划。2017年
底，为确保山东旅游由高速增长
转向高质量发展，山东省启动旅
游产业质量大提升行动计划：结
合新旧动能转换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建设一批世界级、国际
化的重大旅游项目；实施“旅游
+”和乡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
旅游新业态，全方位提升旅游各
要素品质，打造旅游金牌产品体
系；促进文明旅游建设，优化旅
游环境，让游客体验当地百姓
的美好生活；旅游质量督察进
一步常态化、标准化和制度化，
部门联合形成监管联动机制，
推行服务窗口全覆盖的标准化
服务，倡导个性化和细微化服
务，提升游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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