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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5A的天下第一泉通过“小考”
三天假期景区共接待游客32万余人次，反映突出的停车难有所缓解

济南火车站4天运送旅客24万
中秋当天旅客发送量7 . 8万人创下年内新高

□记者 万兵兵
通讯员 王学锋 曹大凡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记者从有
关部门了解到，中秋期间，全市道路
客运累计发送旅客52万人次，济南火
车站共安全运送旅客24万人次，交通
运输秩序良好。

中秋节(9月19日至21日)期间，
全市道路客运累计发送旅客52万人
次，发送车辆7688车次，与去年同期
持平；城市公交共运送乘客679万人
次，完成行驶里程162 . 20万公里；城
市客运出租车共运送乘客153 . 5万人
次。

铁路方面，中秋期间，济南火车
站共安全运送旅客24万人次。9月19
日中秋节当天旅客发送量达到7 . 8万
人，创下年内新高。

2013年中秋小长假运输是车站
客运设施改造结束后所迎接的第一
次大考，中秋期间，大考“过关”。今年
与以往不同，网络和电话订票量大，
旅客随到随走以及不断攀升的客流
对刚刚投入运营的新售票厅无疑造

成了巨大的压力。
目前，济南火车站人工售票窗

口预售期仍为2天。网络购票或电话
订票的预售期为20天，自助售票机
以及市内代售点的预售期为18天。
济南火车站建议广大旅客尽量选择
网络购票或电话订票方式购买假日
期间的车票，提早到达车站进行取

票。
21日假期最后一天，济南西站迎

来了假期客流的最高峰，超过去年同
期37%。济南西往北京南方向一、二
等车票已全部售空，仅有商务座少量
余票，郑州方向包括站票在内昨天便
已全部售罄，同时，上海虹桥、青岛、
合肥方向的车票在12时后也很紧张。

□记者 赵冉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8月20日，
天下第一泉景区正式挂牌5A，成为
济南市第一处5A级景区。紧接着，刚刚
满月的天下第一泉景区便迎来了中秋
小长假的考验。记者走访得知，三天假
期荣膺5A后的天下第一泉景区表现良
好，运行平稳，截至21日下午4点，景区
接待游客总数约32万余人次。

三天客流量并不算很多

“烟雨蒙蒙，感觉济南就像江南一
样美丽！”来自北京的游客孙女士不时
举起相机，想把大明湖的美景留住。21
日早上的一场降雨让济南蒙上了一层
面纱，大明湖云雾氤氲，欲遮还休，令
人心旷神怡。21日是中秋三天假期的
最后一天，许多游客都踏上了返程的
路，加上天气原因，天下第一泉景区
的游客量较前两日相对有所减少。

“这三天客流量并不算很多，也
就是比平时周末稍多而已。”天下第
一泉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传统上，中秋就不是一个旅游
旺季，游客大多是以短线游为主，长
线游客较少。再加上到现在天下第一
泉景区升级5A才刚刚一个月，具体
变化如客流量还要等到十一黄金周

才能有所显现。”国信旅行社总经理
张晓国分析，“今年与去年不同，中秋
与国庆分开，外地游客可以选择中秋
也可以选择国庆，这无形中对客流量
进行了分流，所以景区压力应该并不
算太大。”

记者走访发现，三天假期中跟团
游客并不是很多，景区游客大多是以
散客为主。除了山东本省游客之外，
来自冀豫苏津等山东周边的游客也
不在少数。

停车难有所缓解

虽然并未迎来客流量的高峰，但
是这个假期也可以算得上国庆七天
长假前的预热。天下第一泉景区位于
市中心，停车问题一直是老大难，其
中尤以趵突泉景区问题最突出。申请
5A期间，济南对11处停车场进行了
升化改造，使景区停车场总面积增至
2万平方米，停车难有所缓解。

“以前总为停车犯愁，现在情况好
了很多。”在火车东站新建的停车场，
一位地接团的司机师傅告诉记者。记
者在这里看到，新建成的停车场上整
齐停放着13辆运送旅客的客车。据介
绍，这个停车场现有客车车位21个，小
型车车位60个，面积共5000平米。

记者了解到，为申请5A级国家

风景区，济南对景区交通、游览、安
全、卫生、购物、综合管理、资源环境
保护等8个大项、213个小项进行了系
统升级。除了硬件的提升外，景区工
作人员服务意识等软件方面的提升
也是一项主要内容。

景区还开发了一些新项目

记者从济南市园林局了解到，19
日趵突泉景区接待游客1 . 2万次，20
日接待1 . 7万人次，21日接待1 . 1万，
大明湖19日接到游客3 . 2万人次，20
日接待3 . 8万人次，21日接待2 . 8万，
同比增长15%。

记者了解到，与2011年、2012年
中秋相比，今年天下第一泉景区接到
游客量有所增加。以2011年中秋为
例，趵突泉景区接待游客达2 . 8万人
次，大明湖景区接待游客达5 . 8万人
次。而2012年中秋假期与国庆假期合
一难以比较。

除了原有的美景外，景区还新开
发了新的旅游设施景观和旅游项目，
像趵突泉自去年就推出了“曲水流觞”
表演，颇受好评，今年中秋泺苑小舞台
的老济南民俗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游
客；近期，大明湖新区游乐场升级改造
完成，北岸的海底世界也开门迎客。这
些都对提升旅游客量贡献了不少。

□记者 赵冉

今年中秋假日期间，全省各
级以贯彻落实《旅游法》和《关于
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设
旅游强省意见》为契机，纷纷主打
乡村特色旅游牌，策划推出精彩
纷呈的乡村游产品和休闲汇活

动，出台惠民利民旅游措施，加上
假期全省多数地区天气舒爽宜
游，中秋假期全省旅游接待、收入
实现较快增长。据统计调查测算，
全省17市共接待游客985 . 5万人
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2 . 7%，旅
游综合收入72 . 3亿元，按可比口
径，增长16 . 3%。

□记者 殷宝龙
通讯员 刘岩 徐琳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从济南
市公安局了解到，中秋节假期，济南
全市未发生有影响的刑事、治安案
件，未发生重大火灾、交通事故，重
点要害部位内部安全，各旅游景区、
公共场所秩序井然。假期期间，济南
警方专门联合安监等部门对全市公
园景区进行了安全检查，整改各类
安全隐患110余处。

中秋节假期期间，济南警方组
织对全市涉爆、涉剧毒、烟花爆竹单
位进行了地毯式检查，督促严格落
实零售汽油实名登记制度；以人员
密集场所和高层建筑为重点强化消
防安检，共检查单位504家，发现整
改隐患1087处。

同时，济南警方在30处重点景
区、大型商场、汽车站、火车站等重
点部位周边增设交警执勤点，中秋
节期间全市未发生严重拥堵问题。

记者同时获悉，自9月18日至23
日，全市公安机关启动一级巡防，每
天组织160辆巡逻警车24小时巡防
街面，各治安检查站昼夜开展堵截
盘查，切实强化了对街面治安秩序
的有效控制。同时，组织17个抓现行
小组，在重点公交线路、站点和人员
聚集场所开展抓现行工作，严防乘
客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严防发生
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案件。

中秋节期间，济南全市未发生
抢劫、抢夺、盗窃汽车案件。而各分
县(市)局分别组织50至100人的应
急处突警力，随时做好处置各类突
发案事件的准备。

21日，趵突泉景区内，突降的小雨，把游客赶到了屋檐下。 记者 李师胜 摄

中秋假期我省接待游客985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增长12 . 7%

省城整改景区安全隐患110余处
中秋假期全市共发现整改隐患1087处

□见习记者 张鹏 施雪琼

中秋节刚过，月饼似乎一夜之
间在市场上消失了，记者走访后了
解到，除西饼店还有少量月饼在售
外，各大卖场中月饼均已下架，几家
本地月饼厂家负责人也表示今年的
月饼生产量比往年要少，礼盒装和
散装的余货都已不多。

21日上午，记者来到历山路的
大润发超市，在超市二楼进门处，原
本摆放着满当当的月饼礼盒已经被
换成了十一促销的小家电。据大润
发工作人员介绍，超市在中秋节前
半个多月就推出月饼，销量一直很
好，中秋前一天，有的散装月饼还以

“买一斤送一斤”的方式搞促销，中
秋节过后就全部撤柜了，剩下少量
未销售完的月饼也由厂家回收做统
一处理，不会明年再拿来卖。

随后，记者又来到位于和谐广
场的银座商城，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中秋节当天月饼促销结束后月饼就
全部被厂家撤回去了，现在超市已

经没有月饼存货。记者在济南其他
几家大型连锁超市，也都遇到了同
样的情况，很难再在显眼位置找到
月饼。

在经七路上的一家稻香园，记
者看到店内还剩下二十几个法式月
饼，店员告诉记者，“我们店里算是
卖得慢的，其他店基本上都没有多
少余货了，节后这几天还是保持原
价不变。”当记者问及假如临近有效
期还未售完会如何处理时，店员表
示将和面包产品一起由店里统一回
收。

21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了济
南本地几家月饼生产商，对于该如
何处理回收来的月饼，各厂家都没
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有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各家对回收月饼的
处理方式，基本上是在保质期内低
价打折销售、发给员工做福利、处理
后作饲料这三种方式，而大型品牌
厂家则会把回收的月饼集中销毁，
避免再一次流入市场，以维护住自
己的信誉。

卖剩的月饼都去了哪里
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有三种处理方式

济南火车站新售票厅节日期间受考验。 记者 戴伟 摄

□记者 鲁强

生活日报9月21日讯 21日，记
者从历城区旅游发展中心了解到，
中秋假期，历城区全区旅游业共接
待游客38 . 34万人次，实现旅游综
合收入5745 . 15万元，其中景区、农
家乐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97 . 7万
元。三天内，未接到旅游投诉，未发
生旅游安全事故。因为21日小长假
最后一天天气不好，导致今年中秋
全区接待游客人数及收入较往年均
有所减少，分别比同期减少5%和

8%。
三天假期，来历城旅游的游客

多集中在南部山区，中秋三天，近郊
短游线路仍为首选，同时南部山区
外地游客数较往年同期有所增长。
红叶谷的第十三届红叶节、金象山
乐园的国际电动狂节、水帘峡风景
区的“中秋国庆、情满水帘峡”等主
题活动，也吸引大批的游客。但小长
假最后一天阴雨天，加之假期即将
结束，市民出行人数骤减。因此今年
中秋全区接待游客人数及收入较往
年均有所减少。

近郊游仍是市民首选
南部山区外地游客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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