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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动态

本报讯（记者 胡拥军）6 月 22 日，“交换
空间”三亚媒体旅游体验采风行走进蓬莱。
期间，三亚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和蓬莱市旅游
局正式签署两地旅游战略合作协议，该协议
涵盖了资源互享、营销互动、客源互送、平台
互通等多方面内容。这也预示着三亚与蓬
莱就旅游发展展开更加紧密深入的合作，对
双边的旅游市场和旅游产品开发都将起到
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根据协议，三亚市将与蓬莱市进一步加
强旅游业界交流，客源互送，实现客源资源
平台的共享与互补；共同开拓新的旅游市
场，实现旅游市场资源平台的交流与合作，
共同开发新的旅游产品，适应旅游市场的需
要；加强旅游人才培养与交流，特别是旅游
从业人员的交流；强化市场信息，搭建信息
交流平台，共同交流旅游品牌、旅游形象建
设的经验，共同维护旅游形象与旅游品质；
双方还将就旅游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旅游年
会论坛及节庆活动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

据了解，蓬莱地处山东半岛最北端，作
为中国北方唯一一片北面面海的海岸，蓬莱
已成为中国夏天最清爽的一座小城，灿烂的
历史文化、优秀的自然山水、宜人的气候，共
同构建了蓬莱富集的旅游资源，“夏游蓬莱、
养心洗肺、畅快呼吸”已经成为蓬莱游客最
直观的体验，蓬莱已逐渐成为中国最佳避暑
胜地。

签约仪式上，蓬莱市旅游局局长张绍贤
表示，三亚作为国内旅游发展的排头兵城
市，在全域旅游、国内外营销等方面一直是
旅游行业追赶和学习的样板，凭借得天独厚
的地理条件和区位优势，三亚在淡季旅游、
冬季旅游市场开发上更是走在全国最前列，

“冬季到三亚来看海”一直被全国游客津津
乐道，冬季的三亚已成为全国旅游的首选目
的地。蓬莱很期待和三亚在旅游方面深层
的合作。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达了对蓬莱
旅游界的感谢，也把三亚的旅游营销“秘笈”
向蓬莱旅游同行做了透露。他说，旅游要发
展，跨界融合是趋势。三亚旅游的城市营销
正在跳出传统旅游理念，通过不断创新开发
新的旅游项目产品来吸引客源。目前，三亚
旅游委大力推动旅游入境市场营销，秉承

“航线开到哪里，宣传营销就做到哪里”的原
则，主动走出去营销。借助“互联网+”的推
广，三亚的“会展经济”、“婚庆度假”、“高尔
夫挥杆”、“亲子游”等个性化旅游产品在国
内外旅游市场中已经占据一席之地。期望
通过本次签约合作，达到两地旅游营销互
动。开展多方位、深层次的合作，共同推进
双方旅游业的发展。

冬选三亚·夏择蓬莱

三亚与蓬莱
签署旅游战略合作协议本报6月 23日烟台电（特派记者 胡拥军）今天，

“仙境海岸”中外旅游渠道商大会在烟台南山皇冠假
日酒店开幕，来自俄罗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等国家及中国台湾、香港等地区的旅
游渠道商代表，国内百强旅行社代表，旅游网络电
商代表以及烟台各县市区旅游部门、旅游企业代表
共计 300 余人参加会议，聚焦烟台仙境海岸，共同
研讨全域旅游背景下的烟台旅游产业发展，梳理品
牌建设脉络，分享全域旅游发展经验，发现新烟台
之美。

三亚媒体旅游体验采风团作为特邀嘉宾与会，
和中外旅游同行一道共话全域旅游产业发展。

本次大会由山东省旅游发展委员会、中国旅游
报、烟台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烟台市旅游发展委员
会承办。主题为“新海岸·新视界·新烟台”。会议主
要安排有开幕仪式、旅游资源推介、核心产品发布、
验客分享、“闯关东”旅游营销联盟成立仪式、中外旅
游渠道商“新丝路”之约集中签约、主旨演讲、高端对
话、圆桌会谈、采购洽谈、媒体采风、渠道商踩线考
察、休闲产品体验等活动内容，推广展示烟台旅游资

源和产品，为业界打造一个旅游联谊交流合作的平
台。

烟台市副市长张波在致辞中表示，烟台作为一
个“仙境城市”，真诚欢迎更多的中外旅游渠道商能
够与烟台加强合作，积极参与烟台的旅游资源和旅
游产品开发，共享“仙境海岸”的旅游商机，共同叫响

“仙境海岸”品牌，提升烟台的软实力，让更多的人关
注烟台，体验到烟台的美丽。

活动中，烟台发出《关于发起成立“闯关东”旅游
营销联盟的倡议书》，烟台、大连、哈尔滨、长春、丹
东、牡丹江等六城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共同启动合
作联盟。该联盟将对各城市在扩大交流，加深友谊，
增强合作，促进旅游事业共同发展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大会向海内外旅行商推介了“仙境海岸”旅游资
源和核心产品，并邀请马来西亚籍验客、环球旅行家
李凯风和中国知名验客滕颖分享烟台仙境游体验经
历。供需双方面对面开展了洽谈合作，全天共签署
32 项 合 作 协 议 ，达 成 合 作 意 向 58 项 ，协 议 金 额 达
1.13 亿元。其中，旅游包机 46 架次，协议游客人数约

1.5 万人次；新马泰烟台葡萄酒专项旅游系列团 37
个，协议游客约 0.56 万人次；闯关东寻根游、闯关东
连线游团队 125 个，协议游客约 2.5 万人次，韩国、俄
罗斯、港澳台等境外游客输入 87 批次，协议游客人
数近 1.12 万人次。

会前，与会中外旅游渠道商进行了一系列的项
目洽谈和实地采风等活动。考察了养马岛旅游度假
区、海昌渔人码头、东炮台海滨风景区、烟台山旅游
风景区、滨海广场、北极星钟表文化博物馆、张裕酒
文化博物馆、张裕国际葡萄酒城、蓬莱文成城堡、蓬
莱阁、三仙山·八仙过海旅游景区、长岛旅游景区、龙
口南山景区-东海景区、招远黄金博物馆、淘金小镇
等景区，对烟台给予了高度评价。

据介绍，目前，在全域旅游发展中，烟台正努力
构建“一圈两带”休闲空间。重点加强城区公园、绿
地、广场等规划建设，提升文化体育设施服务功能。
突出“慢城”特色，沿海、沿河、沿山、沿路打造绿道
慢行系统、景观游憩线路、游客集散中心和自驾车营
地，引导游客亲近大海、漫步森林、回归自然。同时
依托山脉、海岛、牧野以及特色镇村，把温泉、酒堡、
游艇等高端产品与采摘游、渔家乐等大众产品相结
合，使更多人享受田园牧歌、垂钓荡舟、登山攀岩的
乐趣。

与此同时，烟台正在努力实施《烟台市乡村旅游
发展总体规划》，打造以葡萄酒庄为龙头的乡村旅游
产品体系，抓好 北部百公里海岸葡萄长廊、南部百
公里山地葡萄长廊、环城葡萄 酒庄休闲带和山地葡
萄酒庄休闲带建设，到 2020 年，形成 100 多个具有地
域特色的葡萄酒庄。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古村古
镇、农耕文化等资源，抓好乡村旅游连片发展区、休
闲农业观光园、旅游小镇开发建设，打造一批体现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旅游精
品。鼓励“公司+合作社+农户”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建设一批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推出一批精品农
家乐、田园民宿，推动乡村旅游向标准化、精品化、品
牌化发展。

2017烟台“仙境海岸”
中外旅游渠道商大会召开

三亚媒体旅游体验采风团与旅游同行共话全域旅游产业发展

北纬 37 度，与法国波尔多、美国旧金山、意大利
西西里处于同一纬度。仲夏之际，中国最佳休闲城
市、全国最佳避暑旅游城市——烟台，吸引着多方游
客前往这座海滨城市享受休闲度假带来的快乐。6
月 20 日至 22 日，烟台·三亚旅游联盟城市“交换空
间”三亚媒体旅游体验采风团一行 6 人走进烟台。
体验了海上游艇，参观了鲸鲨馆，在养马岛享受海风
吹拂的惬意，在长岛九丈崖观看浪花峭壁，万鸟岛海
鸥云集，烟台山公园、张裕国际葡萄酒城、蓬莱阁景
区等都让采风团从多个角度感受了这座老牌旅游城
市的新面容、新魅力。

体验的同时，采风团还与烟台市旅游局、旅游工
作者、烟台市民、游客进行了多方位交流，感受到烟
台得天独厚的“休闲环境”，丰富的“休闲业态”，过
硬的“休闲服务品质”和巨大的“休闲发展空间”。

“黄金海岸、人间仙境、鲁菜之乡、葡萄酒城”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浪漫、休闲的氛围让人耳目一新。

滨海休闲度假资源丰富多彩

对烟台来说，无论是旅游原生资源和人文资源
都可以称得上“资源荟萃”，仅仅是一条滨海大道，
便让采风团充分感受到了这些，烟台山、张裕酒文化
博物馆、北极星钟表博物馆、海昌渔人码头、养马岛
给人留下许多美好记忆。

养马岛地处烟台市牟平区城北 9 公里的黄海海
域，四面环海，十座起伏的丘陵组成的山脉从岛中部
横贯东西，海岸线总长 19.5 公里。养马岛因秦始皇
东巡放养御马得名，风景秀丽，礁石林立，海风中，
绿荫下，休闲度假的感觉十分惬意。

先有烟台山，后有烟台市。采风团在烟台山公
园感受了“凝刻于建筑上”的开埠文化记忆，各国领
事馆官邸、灯塔、“狼烟墩台”、百年冬青长廊，昨天
的历史清晰存留在山岭上。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开
放城市之一，建筑之外，时间还酝酿了中国葡萄酒企
业——张裕。采风团在张裕酒文化博物馆，了解中

国民族葡萄酒企业张裕公司的历史，观看了传承百
年至今仍在使用的亚洲最早的地下大酒窖和酒桶，
充满葡萄酒和橡木桶香气的博物馆内沁人心脾。同
样与记忆相连的还有北极星钟表博物馆，从古老的
日晷、滴水计时，到近代的西方钟表，再到代表高科
技的宇航员手表，北极星钟表博物馆拥有各类记录
时间的藏品。

自然和人文之外，在滨海大道上，烟台的休闲娱
乐项目也能概览全貌。在海上乘坐游艇观光，在渔
人码头观看鲸鲨、海姆，这些体验项目为烟台旅游带
来了更多活力。

淘金小镇感受宋代生活风情

烟台招远淘金小镇是仿照宋代建筑特色而修建
的，漫步其中，不时会有身着宋服的工作人员从身旁
经过，身临其境的感觉，使人们恍惚间穿越到宋代的
闹市之中。景区内的情景剧依靠夸张的动作和幽默
的言语让游客在轻松快乐的氛围中了解宋代人平时
的生活状态。

在小河边，采风团人员纷纷挽起衣袖，拿上木制
淘盒工具，蹲在河边，按照导游的指示一点一点地将
沙土分离出来。虽然没有淘到金豆，但是大家依然
玩得很高兴。采风团成员三亚电视台记者李岩说，
淘金挺有意思的，下次在河边淘一天，一定要淘出点
道道。

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这条淘金河，中矿集团每
月都会定期向河中投放 20 万元的黄金沙供游客淘
金，无论淘到多少，顾客全能带走，实现“黄金梦”。

沙滩、岛屿风光秀美绝伦

烟台拥有丰富的海洋度假资源，海岸线长达 909
公里，海上散布大小 70 个岛屿。在沿海滨风光旅游
带，依次分布有金沙滩海滨公园、幸福海岸浴场、第
一海水浴场、第二海水浴场、黄海娱乐城浴场、烟台

大学浴场等各具特色的海水浴场，其中最震撼的是
总面积 23.5 平方公里的金沙滩海滨公园，碧波浩淼、
沙质柔滑、坡平浪缓、林带葱郁。

烟台的海岛资源也独具特色。国际休闲度假岛
长岛、风景秀丽的养马岛、小巧灵秀的崆峒岛远近闻
名。当采风团乘船来到如诗如画的长岛时，很多人
都感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国际休闲资源的度假
岛 。“ 这 里 不 是 韩 国 、不 是 日 本 ，是 中 国 烟 台 的 长
岛”，在微信上，不少媒体记者都用相似的语言回应
朋友的询问。半天时间内，长岛的各类美景纷纷被
收录到相机、手机内，通过移动互联网传递到各个角
落。

对于烟台这样老牌旅游城市，随着“休闲旅游
时代”来临，众多休闲元素变成烟台发展北方国际化
休闲城市的优势。烟台市先后被授予联合国人居
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全国文明城市，连续三年蝉
联了全国最佳休闲城市和好客休闲之都称号。

烟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牟云介绍，旅游
业已成为烟台的战略性支柱产业。2016 年，烟台全
市接待游客超过 6480 万人次、消费总额 830 亿元，旅
游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贡献率达到 15%。目
前 ，烟 台 正 在 深 入 实 施

“旅游全域化”战略，加快
旅 游 供 给 侧 改 革 ，促 进

“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丰富全域化旅游产品体
系，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
平，强化城市旅游综合营
销，着力构建全域共建、
全 域 共 融 、全 域 共 享 的
旅 游 业 发 展 新 模 式 ，推
动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打造战略性支柱
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
意的现代服务业。

一路风景一路情
——“交换空间”三亚媒体旅游体验采风团烟台行掠影

本报特派记者 胡拥军

雄奇壮丽的三仙山。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蓬莱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