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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景区开放首日
迎来近2000名游客

3月29日，暂停营业60余天
后，曲阜三孔景区正式恢复开
园。为了保障游客安全，景区提
前做好了一系列完备方案，当日
迎来了近2000名游客入园游览。

29日上午9点，万仞宫墙前
的明故城开城仪式在悠扬的鼓
乐声中拉开帷幕。伴随着万仞宫
墙大门徐徐打开，身着古装的演
绎人员缓步走来，再次与游客们
见面。

“真的是眼前一亮的感觉，
音乐一响起来，就感觉一下子穿
越回了古代。”来自济南的游客
赵先生将自己春节后首个旅游
目的地定在古城曲阜，这是他期
盼已久的旅行。

开城仪式结束后，游客们在
景区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秩序井
然地来到孔庙门禁处。消毒、测
体温、登记、检票等一系列程序
后，游客们依次进入景区。

“听说三孔景区开园，我和
妻子提前两天就赶到了曲阜。”
来自上海的葛先生坦言，这次文
化之旅意义非凡。来自青岛的游
客杨先生对景区的安全防控工
作印象深刻，“从排队间隔距离
到测体温，再到安全检查，景区
的每一项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
行，工作人员都很认真周到。”

“据初步统计，今天(29日）
我们总计接待游客约2000人，其
中济宁市民占比60%以上，省内
游客约占90%。”曲阜三孔景区
一相关负责人说，景区恢复开放
首日，省内游客仍是主力军，省
外游客仅占比10%，“这主要是
受当前形势影响，出行不便造成
的。随着一切向好，外省游客的
数量将逐渐增加。”

济南野生动物世界
迎来首批旅游团

随着山东加快恢复生产生
活秩序，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
也开始恢复开展本地游、周边
游、省内游业务。28日，济南野生
动物世界迎来首批旅游团。在导
游的带领下，这批旅游团游客都
戴着口罩，间隔1 . 5米排队陆续
接受测量体温、登记、安检等程
序后进入景区。他们的行程包含
步行和乘车游览。在乘车游览
区，游客必须要拉开距离，观光
车每排只能坐两个人。

山东嘉华文化国际旅游社
相关负责人表示，疫情以来，旅
游行业受到重创，公司直到前两
天还处于歇业状态，只能进行线
上办公。在这期间，公司对导游
部门进行了专业系统的培训。现
在，每辆旅游车都要严格进行消
毒，上车的游客都须扫码测温登
记。乘车人员数量限制在50%以
内，旅客要隔座而坐。

据了解，当天旅游团游客都
是济南本地的，他们进行的是一
日游，所有的游客都是自带午
饭。

“从目前情况看来，旅游团
队运行正常，也可以请大家放
心。”上述负责人表示，除了来济
南野生动物世界的首发团，公司
还有一批前往淄博的旅游团队。

“这是我们景区开园以来迎
来的首批旅游团队，嘉华国旅输
送了复工复产后山东首批旅行
社团队游客。”景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每个旅行团发团之前，景
区都会要求旅游社提供每个游
客的信息，经过测温等流程后才
能进入景区。

超百家景区恢复开放
其中5A级的有9家

从二月下旬起，山东景区陆
续恢复开放，据不完全统计，山
东省内已经有超过100家景区恢
复了开放。而像曲阜三孔景区这
样的5A级景区山东共有11处，
其中有9处已经恢复开放。

就在曲阜三孔景区开放前
一天，3月28日，台儿庄古城景区
恢复开放；青岛崂山风景区则于
3月24日起开始全面恢复开放。

3月21日，泰山景区恢复开

放，当天早上7点30分，在泰山
景区万仙楼景点前的进山排队
处，就已经有三十余位游客排队
等待，泰山景区为前十名步行进
山的游客准备了“平安礼”。

因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的需要，泰山景区于1月25日18
时起暂停对外开放，长达55天14
个小时的封闭期过后，春风拂
来，泰山景区一片生机。

据悉，泰山景区21日8时至
17时，共接待进山进景点游客
4625人，目前红门游览路、天外
村游览路24小时开放，桃花峪游
览路7时至17时限时开放。碧霞
祠、王母池、玉泉寺、普照寺、玉
皇顶、青帝宫、天烛峰等景点暂
不开放。

刘公岛景区3月2日起恢复
开放，同一天开放的省内5A级
景区还有烟台龙口南山旅游景
区。沂蒙山旅游区的景点也陆续
开放，沂蒙山云蒙景区严格落实
疫情防控措施，2月28日起，景区
有序恢复，沂蒙山旅游区龟蒙景
区于3月16日起正式恢复开园。

2月27日，天下第一泉风景
区、济南千佛山风景名胜区等18
家景区正式恢复开放，开园迎
客。蓬莱阁景区于2月26日正式
恢复开放。

目前，山东11家5A景区中，
有9家已经恢复开放，青州古城
景区和威海华夏城景区暂时还
未公布开放时间。

部分室内区域暂缓开放
分时段间隔安排游园

根据当前的疫情防控形势，
各景区在防疫、售票、分流限流
等方面都制定、实施了相应的方
案和举措。网络或现场扫码实名
购票；游园佩戴口罩；凭身份证
和山东省电子健康通行码，测温
后方可入园；采取实时游客流量
管控措施，分时段安排游客间隔
性入园等已经成为各个景区的
标配流程。

根据各景点的布局，不少景
区暂停或错时、限时对部分区域
进行开放。比如，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的趵突泉景区、大明湖老区
和五龙潭景区的室外场所等低
风险区域已全面恢复开放；而景
区夜经济、晨晚练、展室展园、游
船、泉水浴场、取水点等区域暂
缓开放。青岛崂山景区内非露天
性景点暂缓开放。龙口南山旅游
景区所有室内场所暂时关闭。

在游园时，各景区要对游客
流量实时监控，防止游客聚集。
比如青岛崂山景区，疫情防控恢
复开放期间，每日接待游客总量
严格不超过游览区最大承载量
的50%。在蓬莱阁景区，游客在
游览中要自觉与他人保持1 . 5米
以上距离，景区将采取实时游客
流量管控措施，分时段安排游客
间隔性入园。

此外，多个5A级景区，比如
刘公岛、蓬莱阁、沂蒙山旅游区
龟蒙景区、台儿庄景区等都明确
提出，疫情防控恢复开放期间，
暂时不接纳团队游客和集体活
动。

值得一提的是，为致敬最美
“逆行者”，各景区都推出了针对
医务工作者的优惠政策。比如台
儿庄古城景区，对全国医务工作
者实行入园门票免费和内河游
船船票半价政策，优惠时间至
2021年5月31日。对援助湖北医
疗队员门票免费、内河游船船票
半价政策延长至2024年12月31
日。

三孔景区开园，首日近2000名游客中九成来自省内

我省11家5A景区9家恢复营业

恢复开放18天后

上海东方明珠等景点再次关闭

3月29日，记者获悉，为进一
步满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需要，保障游客的健康与安全，上
海市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
心三大高楼观光厅自3月30日起
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将另行
通知。此前已经购票的游客，可通
过原购票渠道全额退还票款。

3月12日，小陆家嘴地区代表
性“三高”景点——— 东方明珠、金
茂大厦88层观光厅、上海中心上
海之巅观光厅恢复开放，并采取
了严格的防控限流措施，游客参
观必须预约、出示随申码。在恢复
开放18天之后，再次实行关闭。

29日，同处小陆家嘴区域的

上海海洋水族馆也宣布自3月30
日起临时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
行通知。此外，杜莎夫人蜡像馆已
于29日起暂停营业，恢复时间另
行通知。

据悉，此次暂停经营的除东
方明珠电视塔外，还包括东方明
珠城市广场及零米大厅、上海城
市历史发展陈列馆、东方明珠浦
江游览。

发出闭园公告的主要是室内
参观为主的景点。相比室外开放
式的城市公园等，室内旅游景点
的客流在此前恢复开放的一段时
间内并不高。

据上观新闻

葛相关链接

29日，暂停营业
60余天后，曲阜三孔
景区正式恢复开园，
当天迎来两千名游
客。随着山东加快恢
复生产生活秩序，山
东的11家5A景区有9
家已经恢复开放。疫
情防控期间，各景区
在防疫、售票、分流
限流等方面都制定、
实施了相应的方案
和举措。

三孔景区举行开城仪式。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姬生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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