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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山东(济南)国际旅游交易会上，来自济阳的精品乡村旅游线路，以及特色农产品吸引了中外游客。

旅游向北 活力迸发
济阳打造旅游产业新增长极

本报记者

于悦

触发游客心中乡愁
济阳将主打乡村旅游
今 年5 月27 日 ，2018 山 东
（济南）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济南
落下帷幕。而在交易会上，
来自
济阳的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以及
彩色瓜果、
济阳旅游歌曲路演惊
艳全场，
也展示了济阳在发展乡
村旅游方面的独有优势。
在城市化进程中，
乡村旅游
往往能够触发游客心中的那一
丝“乡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
济阳区旅游促进服务中心针
对不同的游客群体，设计了“赏
花采摘田园游”
“
、乡村记忆研学
游”、
“ 天然纯真美食游”、
“ 阳光
康养度假”
四种风格的十几条旅
游线路，
赏花、
采摘、
垂钓、
美食、
游园、
体验一样都不少。
通过这四种风格产品，游
客既可以学习孔子闻韶儒家文
化、剪纸、书法、诵读国学、传承
国学经典，又可以体验农耕农
事、四大发明、现代农业、温泉
康养、野外生存训练，感受传统
文化和现代文明的碰撞，还可
一览黄河、徒河、澄波美景。
济阳瓜果驰名各地，而如
何让相对成熟的农业插上旅游
业的翅膀，创造更多价值，也成
了济阳旅游的任务。
以济阳垛石镇为例。
垛石镇
地处济阳县城北部，
徒骇河穿镇
而过，
土壤肥沃，
水源充足。
该镇
立足农业发展优势，
以大棚种植
为依托，
以建设都市现代农业核
心区为平台，着力发展特色农
业、
生态农业、
效益农业。
在坚持做大农业产业基础
上，该镇围绕旅游、休闲、餐饮、
娱乐等旅游要素，科学规划都
市现代农业发展布局，打破了
原有单一观光模式，提出了垛
石镇乡村旅游“年年有节、季季
有果、月月有菜、天天有客”的
发展目标。
旅游为乡村带来的提振效
应已经开始显现，这种改变，远
远不只是体现在经济上。
济阳清
宁村本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
蕴的村庄，
村中的清宁书院远近
闻名。
之后，
由于历史原因，
清宁
书院逐渐消失，
村民的共同记忆

近两年，
随着济南城市北跨战略实施，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和
济阳撤县设区等
“重磅动作”
落地，
济南近郊游的风向开始转变，
“旅
游向北”
正成为泉城市民的出游新选择，
济阳因此成为市民短途游
和周末休闲度假游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伴随旅游产品打造和旅游营
销活动的提档升级，
济阳区旅游消费总额和接待游客数量呈现高速
增长，
旅游产业正在成长为济阳经济新的增长极。
随着未来更多旅
游示范项目的打造，
济阳旅游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流连驻足。

游促进服务中心一直在努力实
现旅游与健康养生的融合。依
托恒健海棠湾温泉康养城、仁
风西瓜采摘节、
“ 泉城红”蒸食
大枣等系列温泉康养类、田园
康养类旅游企业、节庆、产品为
依托，精心打造了济南国际泉
水节阳光康养文化旅游节、山
东（济南）康养旅游节等大型康
养旅游品牌项目，一个“活力济
北，康养济阳”的区域旅游发展
蓝图初现。在刚刚结束的首届
齐鲁康养博览会上，斩获1家齐
鲁康养名店、12 个齐鲁康养名
品，济阳区的“温泉康养+ 田园
康养”新模式大放异彩。

持续招商引资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济阳的旅游事业正在奔跑中前进。

也濒临失传。
但随着清宁村提出
将乡村旅游和国学更好地结合，
清宁书院也迎来了新生。
如今的清宁书院是在保留
老房舍原貌的基础上，不断地
完善而成的。其传授的文化，也
是在尊重本地文化的同时，与
国学经典相互融合。如今的清
宁村，每天都会吸引众多游客
甚至书画家、篆刻大师，周边的
村民更是常来常往，这种文化
之间的良性互动，让清宁书院
的文化气息日趋浓厚，让整个
清宁村乃至周边村落都呈现出
乡村文化复兴的良好趋势。

拓宽旅游发展思路
走出多条“旅游+”路子
旅游业发展到今天，
早已不
是
“下车拍照、
上车睡觉”
这种单
一模式。
旅游产业是产业关联度
高、
覆盖面广和极具发展潜力的
朝阳产业，
旅游经济是最具拉动
功能的
“绿色经济”
，
不仅可以直
接拉动交通运输、
餐饮住宿等传
统产业，
还能带动文化创意等新
型现代服务业。
为此，济阳不断加快旅游
产业发展步伐，以培育县域经
济发展新业态为特色，以文化
“ 研 学 ”旅 游 融 合 发 展 为 切 入
点，发挥济阳区农业和工业发

展优势，依托黄河文化、农耕文
化、儒家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
教育基地，规划设计一条“农业
科普+ 食品工业+ 实践体验”的
研学旅行线路，打造面对济南
青少年的研学游示范基地。综
合起来，就是济阳正在走一条
“旅游+”和“+旅游”的路子。
文 化+ 旅 游 方 面 ，济 阳 区
旅游促进服务中心积极打造济
阳特色春节旅游节事活动品
牌，推出“来济阳 过彩年”济
阳贺年会系列旅游活动，涵盖
了彩货、彩宴、彩摘、彩乐、彩跑
等丰富多彩的内容，元旦三天
济 阳 就 接 待 游 客5 . 8 万 人 次 ，
实现旅游消费收入0 . 38 亿元，
同 比 增 长12 . 5% ；春 节假 日七
天共接待游客超过14 万人次，
同比增长12 . 8%。
体育+旅游方面，济阳已经
推出了诸如“环澄波湖健康彩
跑”
、
骑游济阳等优秀品牌。
今年
3月，
600余名选手在澄波湖畔阳
光开跑，
标志着济阳正式推出了
“春游大餐”，领跑济南春游市
场。
健康彩跑通过
“跑游”
相结合
这一创新性赛事，给济阳带来
“旅游+体育”的品牌赛事效应，
促进体育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随着山东进入老龄化社
会，康养旅游也成了不少地区
发力的重点。近年来，济阳区旅

旅游业的后劲是否足，还
是要看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与
旅游资源发掘。济阳作为省会
北部新崛起的新城，在这两方
面拥有巨大发展潜力。
在招商引资和基础设施方
面 ，济 阳 旅 游 也 在 不 断 强 化 。
2018年，济阳旅游以招商引智、
特色发展、营销宣传、项目规划
等为重点，
积极指导澄波湖风景
区等4家景区创建国家A级景区，
指导舜天国际等酒店创建星级
酒店、文化主题饭店等，不断完
善县域旅游要素。旅游道路标
识、
旅游厕所等基础设施建设也
在积极推进，
并指导景区企业和
省级旅游点完善停车场、
旅游厕
所及全覆盖WiFi。
随着“济北概念”越来越受
关注，
济阳旅游业也成了企业关
注的“香饽饽”。看准这一时机，
济阳区旅游促进服务中心主动
发力，先后邀请开元旅业、华侨
城、
中铁四局、
济南文旅集团、
鲁
汉集团、北京美时美刻文化公
司、山东南极星养老服务公司、
绿地集团等多家企业先后来我
区现场考察，并就徒骇河风景
带、
特色旅游村打造等乡村旅游
项目达成合作意向。亲子研学
游、
黄河观光游、
温泉度假游、
农
业休闲游、民俗文化游、工业体
验游等成为企业投资重点方向。
而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厕所革命是绕不开的话题，特
别是对于主打乡村旅游的济阳
来说，完善厕所设施能够为游

客带来良好的体验，也是补足
当地基础设施短板的重要途
径。三年来，济阳共新建、改建
旅游厕所70 个，兑付落实奖励
资金75 万元，按照国家旅游厕
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标
准，评定旅游厕所70 个，其中，
A 级 厕 所50 个 ，达 到 省 新 改 建
旅游厕所验收标准20个。

旅游营销持续发力
旅游活力持续迸发
济阳旅游营销，
创新措施不
断，可圈可点。一是线路上实现
了新突破。
策划包装了花事采摘
游、阳光康养度假游、乡村记忆
研学游、纯真农家美食游、民俗
文化体验游等五大主题的自驾
游线路12条，
将各乡村旅游点串
点成线，
满足了游客对旅游线路
的差异化需求。
二是品牌宣传上
有了新突破。
今年济阳40余种旅
游商品首次亮相山东（济南）国
际旅游交易会即获好评，
并获得
了
“最佳展位奖”
。
济阳还推出《金秋十月喜
887带你玩转济阳》、自驾
洋洋，
一日游等系列宣传活动，制作
发放旅游宣传手册、折页等4万
余份，制作《舌尖上的济阳－姥
姥家的味道》等宣传片4 个，微
信公众号推陈出新，做好各个
时期旅游攻略和旅游资讯，推
出美味济阳系列作品，为济阳
旅游“吸粉”的同 时 ，也 大 大 提
升了济阳旅游品牌的知名度。
三是合作实现突破。济阳今年
迎接首个涉外旅行社俄罗斯
戴 斯社踩线，并将恒健海棠湾
温泉康养城纳入俄罗斯出境旅
行社线路，与省自驾游协会、五
星级酒店达成合作协议，共同
开发自驾游产品、特色养生宴，
极大提升了济阳旅游的对外影
响力。
此外，
节事活动也不断推陈
出新，
创新开展彩年、康养文化
旅游节，助镇街提升西瓜节、柿
子节等传统节事，全年共策划、
推 介 各 类 旅 游 节 事 活 动2 0 余
个，仅节事活动吸引游客超过
百万人次。
北部新城济阳，旅游事业
正在奔跑中前进，可以预想不
远的未来，旅游将成为济阳另
外一张亮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