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集中发放文旅惠民消费券
●实施景区门票减免行动
●开展文旅主题系列活动
●引导扩大文化消费
●实施景区品质提升工程
●撬动国内旅游市场强劲复苏

●加快启动入境旅游
●促进乡村旅游快速回暖
●开展文旅行业“助企暖企”行动
●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
●打造邮轮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
●实施海洋旅游突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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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提信心稳预期促消费

随着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政策“新十条”和
“乙类乙管”的实施，文化旅游业迎来发展的重
要机遇期。在这一关键节点以积极政策刺激文
旅市场复苏向上，很大程度上可以达到一步走
好盘活全局的效果。

在全国文旅系统使尽“浑身解数”助企纾
困、振兴行业、促进消费时，青岛的政策把恢复
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清晰明了、方向明
确，不仅提升了市场主体的信心，也稳定了市民
和游客的消费预期。

市场主体的活力，决定着消费市场的活
力。围绕撬动国内旅游市场强劲复苏，青岛将
实施“引客入青”计划，在京津冀、东三省、长三
角、大湾区、沿黄省份等重点客源地组织开展文
旅营销推广活动。出台区（市）联动旅游招徕激
励机制，市级财政安排100万元奖补支持。

市场的复苏不会一蹴而就，在推出各类政
策刺激文旅消费的同时，保持助企政策的延续
性也非常关键。通过开展文旅行业“助企暖企”
行动，大力帮扶文旅企业纾困解难，着力推动减
税降费政策落实到位，切实减轻企业经营成本，
可以有效避免市场主体未复苏先失血。

与此同时，政策强化了金融支持文旅产业
高质量发展联动机制，深入开展“百亿惠千企”
金融支持文旅产业专项行动，年内全市文旅产
业新增贷款 17亿元以上，惠及市场主体 300家
以上。

2022 年 6月 1日至 12月 31日，11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开放，累计接待游客 683.36
万人次。按照每增加一个旅游人次，旅游直接
收入增长 700元、国民经济增值 3000元比值推
算，青岛旅游直接收入增长 47.84亿元，国民经
济增值204.98亿元，带动效应显著。今年，政策

再次部署实施景区门票减免行动，并重点
关注了呼声较高的非国有 A 级旅游景区。
自1月21日起至3月31日，全市12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首道门票，鼓励非国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实行不低于5折
的降价优惠，拉动景区及周边综合消
费。市、区两级财政各安排1600万元

予以补助，非国有 A 级景
区按入园人数据实补助。

用好财政、金融、产
业、社会保
障等多种政
策，叠加优
惠、减免、奖
补等多种助

力，构建起全面的政策支持体系，政策的出台将
推动青岛旅游目的地市场的韧性复苏、高质量
复苏和产业优化，提高经济社会效益。

扶持民宿等乡村旅游

近年来，乡村旅游逐渐发展为旅游市场的
重要支撑，尤其在节日旅游市场中占据优势。
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对于持续释放城乡居民旅
游消费潜力带动作用明显。

临近春节，民宿成为青岛旅游的一大热点，
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包个小院过大年”。在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东麦窑，游客特地提前预订这
里的主题民宿瑜上山间和仙居崂山，泡头汤、祈
好运、寻年味。在西海岸新区的杨家山里田园
综合体民宿，初一到初六活动精彩不断，住民
宿、包饺子、吃生态餐，还可以体验写对联、剪窗
花，唤起人们对儿时年味的记忆。这些独特的
体验，正在形成越来越大的市场吸引力，成为文
旅消费的全新增长点。

顺应市场趋势，本次政策明确提出促进乡
村旅游快速回暖，紧扣游客群体亲近自然、放松
身心的消费需求，整合乡村旅游优势资源，深挖
民俗文化资源内涵，策划开展“好客山东·乡村
好时节”品牌主题活动，鼓励各地举办乡村音乐
节、乡村露营节、乡村篝火节等活动，为乡村旅
游热点持续加温。对获得省级奖补的民俗文化
浓郁、拉动消费明显的乡村旅游节会活动，市级
财政安排100万元给予支持。

在乡村旅游中，非遗体验是重要板块。政
策致力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引导扩大文化消
费。在推动全市 105 家博物馆免费向市民、游
客开放，鼓励文化场馆策划特展的同时，特别提
出推动非遗工坊建设，助力打造“山东手造”品
牌，统筹财政资金 100 万元，采取合作授权、独
立开发、购买服务等方式，塑造沉淀深厚、特色
鲜明的非遗原创标识和国潮品牌，打造新的文
化消费增长点。

加速启动入境游市场

今年，入境游市场的复苏回暖备受期待。在
青岛，各大旅行社都已经摩拳擦掌，做好准备，结
合游客需求策划出入境产品。作为文旅特色鲜
明的旅游目的地，青岛对于入境游客有着很强的
吸引力。统计数据显示，疫情前的2019年，青岛
接待入境游客170.3万人次，同比增长10.9%。

青岛稳定的国际客源优势，不仅有效拓展
了青岛文旅消费，也对全省旅游业起到了重要
的带动作用。在胶东五市文化和旅游联盟成立
时，就将打造区域国际化文化和旅游开放平台
作为重要内容。在文旅复苏发展的新阶段，出
台青岛市入境旅游奖励办法，对入境团队推出
包机奖励、海外旅游促销奖励等，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奖励。此外，市级财政安排 100 万元，
给予社会化海外市场专题推介活动奖励补贴。
这些政策对于推动全省文旅消费也将起到积极
的推动作用。

发展入境旅游，对旅游便利化和旅游品质、
旅游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策所部署的景
区实施品质提升工程，打造“最美景区”“最美滨
海旅游风景道”“最美海岸线”，丰富景区文化内
涵，打造更多体现人文精神的旅游精品等，将成

为吸引入境游客的核心吸引物；突出精细化和
个性化旅游服务，优化文旅消费市场环境，也将
不断提升境内外游客在青旅游的安全感和满意
度。

与此同时，政策也对智慧景区建设加大扶
持，提出提升完善“云游青岛”平台功能，建成景
区慢直播20处，实现4A级以上景区智慧导览、
电子地图全覆盖和全景在线观看。市级财政安
排100万元，支持5家景区打造智慧旅游样板景
区，5家景区开展公共服务设施提升。

1月 19日起，青岛市 2023年一季度文化和
旅游惠民消费促进活动开始通过微信小程序

“云游青岛”智慧文旅平台，统筹发放各类文化
和旅游惠民消费券 600 万元，领券后支付金额
立减。自上线以来，“云游青岛”智慧文旅平台
访问量持续攀升，此次发券活动的开展，也为其
提升运行承载能力提供了契机。

构建旅游业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
发展格局，与青岛的城市发展定位一脉相承。深
度服务和融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战略，用好上合示范区、山东自贸试验区青岛片
区等对外平台，打造国内大循环重要支点和国内
国际双循环重要战略，青岛正加速迈向“宜居宜
业宜游”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突出青岛优势旅游资源

塑造旅游发展的新优势，要把特色放大，把
资源用好。政策提出打造邮轮产业创新发展先
行区和实施海洋旅游突破行动，与青岛文旅特
色资源相结合，进一步明确了青岛旅游业发展
的战略机遇点和优质供给的发力点。

抢抓邮轮旅游发展机遇，青岛将丰富始发
港、访问港邮轮航线和产品，研究出台《关于促
进青岛市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扶持政策》，对使
用或引进邮轮来青运营访问港航线的邮轮公司
或包船企业，以及招徕游客从青岛邮轮母港出
境或离港的邮轮公司或包船企业，给予奖补；鼓
励吸引邮轮公司在青岛常态化运营，建设邮轮
产业创新发展先行区，打造国际一流的邮轮旅
游特色目的地。

把海洋这个青岛最大的特色和资源用好，
政策重点关注了海上旅游业态、海洋旅游航线
和海岛旅游破题。提出招引海上旅游引领性大
项目，打造滨海旅游示范标杆。拓展海洋旅游
航线，优化线路布局，推出有效串联海岸、海湾、
海岛和沿海主要景点的“一程多站”式海上旅游
线路。加快重点海岛开发，丰富海岛休闲度假
旅游产品，打造海岛旅游新样板。

酒香也怕巷子深。讲好青岛文旅故事，吸
引文旅消费，离不开成功的文旅主题活动。以
举办2023省旅发大会为主线，深挖省内游和跨
省游市场潜力，是多措并举拓展客源的有效途
径。今年一季度，青岛将重点办好“嗨游青岛
悦享冬季”主题营销活动，贯穿春节、元宵等时
间节点，开展“这个冬天总要来趟青岛”“打卡青
岛冬季限定的浪漫”等系列文旅特色推广活动，
持续办好青岛国际啤酒节、中国网络视听精品
创作峰会、青岛国际影视博览会、国际戏剧学院
奖等品牌活动。联动官方媒体、融媒体、OTA
平台以及官方微博、微信等宣传媒体矩阵，鼓励
机关事业单位带头参与文旅消费，营造市场氛
围、提振市场信心。

“非遗月”放大美好生活
以“传承多彩非遗 共享美好生活”为主题，今

年的青岛“非遗月”精彩不断：
开展非遗传承实践活动。胶州剪纸、城阳泥

塑、即墨鲁绣等与年节装点相关的非遗项目将开
展展示传承实践活动，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胶东
大鼓、茂腔、胶州秧歌、莱西木偶戏等群众喜闻乐
见的传统艺术连番登台，为市民提供丰富的节庆
精神文化产品；围绕茶、酒、面塑、肉食、糖球、海产
品等非遗传统加工制作技艺，推介非遗美食，开展

“非遗年夜饭”等特色活动，让市民切身体验并享
受非遗的饕餮盛宴。

开展年俗文化活动。除了市级层面的天后宫
新正民俗文化庙会、青岛市民俗文化大拜年、青岛
市非遗市集等活动，还有市北区的花灯会，莱西市
的莱灯会，李沧区的“李沧之春”民间艺术巡游展
演，崂山区的庆新春广场文艺展演，即墨区的舞
龙、民舞踩街，胶州市的新春秧歌会等。李村大
集、王哥庄大集、泊里大集、上马大集、河套大集等
也将轮番开启，既有琳琅满目的年货，更有浓厚的
文化年味。

开展“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活
动。在小年、除夕、大年初一、元宵节等重要新春
节点，推出“赶大集买年货”“晒团圆年夜饭”等展
映活动；组织具有代表性的年俗非遗项目单位和
非遗传承人，通过网络平台直播或视频展播非遗
传承实践；“一桌年夜饭”——胶州非遗春晚、西海
岸新区线上小戏小品展演、“迎兔纳福”莱西非遗
公益课堂等活动，让市民在“云端”感受地方年味
的独特魅力。

非遗“活”了，“年味”也就浓了。截至目前，青
岛已有国家级非遗项目 16 项、省级 74 项、市级
207 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6 人、省级 21 人、市级
86人。

以“非遗+”助推消费扩容
聚焦“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000亿元”目标，

开展非遗保护传承，既要挖掘其文化价值，也要激
发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实
践中，创新“非遗+”发展模式，是畅通非遗产业体
系、助推消费扩容的有效途径。

推动非遗与旅游高质量融合发展，已经成为
扩内需、促消费的重要方向。在崂山大河东客服
中心的非遗展示区，十多个精选的非遗项目让非
遗文化鲜活呈现在市民、游客面前。今年春节假
期，在流清客服中心，游客还可以体验非遗文化活
动“投壶有礼”，充分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在崂
山风景区的传承和发扬。聚焦高水平建设
崂山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片区，“非遗”与

“文创+景区”融合发展的崂山实践正逐步深
化，鼓励支持崂山剪纸、泥塑、贝雕等非遗代
表项目围绕“崂山十二景”“崂山民间故事”
等人文资源共同打造特色文创，推动崂山文
创与非遗项目产业化发展，带动时尚消费。

“非遗传承的关键就是要挖掘精神层面
的内涵，其核心就是文化传承，要把中国人
的生存方式、生活理念、生存观念的价值挖
掘出来。”青岛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
教授朱宏轩长期关注青岛非遗项目和传统手工
艺的发展，他认为，要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非遗

的魅力。
在青岛，以“非遗特色社区”建设为抓手，全

面推进的“非遗在社区”试点工作，正在架起非遗
文化与当代生活连接的桥梁。入选“非遗在社区”
试点城市两年来，全市共培育并公布 63 个“非遗
特色社区”，并从中选出 10 个“非遗特色示范社
区”给予一定资金支持，形成非遗管理部门、社区
管理机构、非遗保护单位、社区群众、新闻媒体、社
会团体和科研机构合力推进工作态势，各区市也
探索出了各自的实践路径。

构建活态保护传承体系
千百年非遗营造，书写出一座城市的精神气

质与文化个性。活态保护传承，让非遗历久弥新。
以丰富特色活动为载体，近年来，青岛非遗保

护传承涌现出不少亮点。2021 年，青岛市首届
“非遗+”文创大赛致力于寻找具有突出技艺的传
统手工艺人，征集非遗产品、非遗文创产品，积极
挖掘民间手工艺作品，共收到参赛作品400余件/
套，完成了一次对全市非遗资源的深入调查记
录。去年，“山东手造·青岛有礼”2022 青岛市文
创产品大赛创新性设立优秀项目路演活动，遴选
优质手造项目与社会资本创新互助，激发创新思
维，促进手造产业融通发展。

为了保护、传承、利用好传统文化，推动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全市非遗工作
正通过健全调查记录体系、完善代表性项目和传
承人制度、提升区域性整体保护、增加传承体验设
施、丰富理论研究体系等构建起青岛特色鲜明的
非遗活态保护传承体系，弘扬非遗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月前，《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工作的实施意见》《青岛市扶持手造产业发
展若干措施（试行）》的印发为青岛非遗保护提供
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全面推进的青岛市旅游品
质提升三年攻坚行动，也把非遗作为丰富景区文
化内涵、拓展旅游业态、延伸旅游消费链条的重要
依托。下一步，青岛将切实发挥非遗在促进经济
发展、城乡建设、社会治理、民生改善等方面的积
极作用，不断完善工作制度，统筹社会力量，提升
非遗保护水平。以非遗保护为切入点，打造一批
领军品牌，带动黄河非遗保护工作深入开展，加大
对外交流，为加快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发展硬支撑。

“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期间，全市将
围绕三大板块线上线下推出各类活动

157项非遗活动满溢青岛年味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细节是生活的表情。临近春节，非遗与人们的联结倏然紧密起来：有着300年
历史的非遗大集泊里大集上，烧鸡、烧肉、馇锅子在琳琅满目的美食中跳脱出来，唤
醒着人们对过往“最美味”的记忆，应和着与故乡和故人些许久远的聚散。

每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至二月初二，是“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月”。今年，青
岛围绕非遗传承实践、年俗文化活动、“文化进万家——视频直播家乡年”三大板块
线上线下开展157项非遗各类展览展示活动。作为文化和旅游部确定的全国首批
8个“非遗在社区”试点城市之一，青岛以“非遗特色社区”为抓手，以特色活动为载
体，以专业机构为依托，营造出非遗传承的浓厚社会氛围和情感基础。随着“山东
手造”工程的深入推进，青岛正扎实做好非遗的系统性保护和传承，进一步推动非
遗融入当代生活、体现当代价值，成果全民共享。

■高家糖
球上裹着丝丝
的糖线。
王 雷 摄

■孩子们学习剪窗花。 王 雷 摄

青岛文旅12条：8000万元“红包”惠主体拓市场
一系列硬招实招最大限度提振文旅消费，预计拉动全市消费增长100亿元以上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马晓婷

对于文化旅游业来说，最好的时光即将到来。
日前，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财政局联合出台

了《青岛市关于大力提振文化和旅游消费的政
策措施》，提出十二条促进文旅消费的政策措
施。其中，青岛市市本级投入 3100 万元，区
（市）配套约5000万元，预计拉动全市消费增长
100亿元以上。一系列硬招、实招，最大限度拉
动文旅消费。新春佳节来临之际，青岛拿出真
金白银，“走在前”抢抓文旅消费赛道，提振消费
信心、稳定消费预期，既为市场主体注入“强心
剂”，也是对市民游客的最好回馈。

政策的出台，是青岛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省委“山东消
费提振年”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聚焦大众旅游
时代的新需求、新供给，一手抓市场复苏，一手抓
品质提升，青岛文化和旅游业正向着深度融合高
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加速迈进。

■奥帆中心帆船点点。 王 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