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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 游

周刊

首届中国高铁旅游发展峰会今春举行

责任编辑!陈丽娜
自2008年京津城际高铁开通到

颠覆了传统时空认知，诞生了高铁

新的高铁旅游路线崭露头角，一批

创新发展，首届中国高铁旅游发展

如今，
中国高铁里程超过2万公里，
中

旅游新方式，催生了高铁旅游新业

以高铁为轴线的旅游圈日渐发力，

峰会将邀请高铁、旅游及相关业界

热线电话!

国已然迈入
“高铁时代”
，
中国旅游业
也全面迎来高铁旅游新时代。
记者日

态，赋予了中国旅游业新的价值、红
利和发展空间，正深刻改变着区域

全国旅游发展迎来了新一轮的布
局、定位的新时代，
旅游发展区域版

的官产学研各领域资深人士汇聚一
堂研讨交流，同时还将发布高铁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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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获悉，
中国旅游报社和中国铁路网

旅游发展格局。经纬纵横的高铁穿

图正在被全面改写。在新时代，高铁

游发展报告，揭晓中国高铁旅游十

络有限公司将于2018年3月下旬联
合有关机构共同举办
“首届中国高铁

针引线，区域之间辐射合作加快，高
铁沿线以往被忽视的区域正迅速成

旅游已成为影响中国旅游发展模式
和发展格局，释放旅游市场发展潜

佳城市和十佳县（区）、沿线十佳旅
游景区和十佳旅游度假区、十佳旅

旅游发展峰会暨2018中国高铁旅游

为新的旅游热点，一批高铁沿线旅

力的重要力量。

游小镇以及中国高铁旅游十佳线路

风云榜揭晓”
活动。
高速、大容量、
互联互通的高铁

游城市、旅游区(
县)
、旅游景区、旅
游度假区、旅游小镇迅速崛起，
一批

为更好推动高铁和旅游业界的
交流与合作，促进新时代高铁旅游

等“2018中国高铁旅游风云榜”推
特约记者 刘征
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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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德姆奖赏
计划再下一城
日前，温德姆酒店集团隆重
推出的“免费住”附加礼遇和“极
速得”
附加礼遇，
再次开启积分兑
换新篇章。一向慷慨的温德姆奖
赏计划，
整合自身优势和资源，推
出了附加礼遇。凡会员在全球如
北京，上海，纽约，伦敦，迪拜，新
加坡等 25个热门目的地酒店，
用积分兑换“免费住”或“极速
得”
入住，
均可获得
“免费住”附加
礼遇或“极速得”附加礼遇，参与
当地的热门文化体验活动。活动
内容包括著名景点、
美食之旅、艺
术博物馆和主题公园游等。从北
京的慕田峪长城之旅到奥兰多的
室内滑雪，从迪拜的沙漠探险到
上海的烹饪课程，轻松享受为你
精心策划的沉浸式旅游体验。

润田翠·天然含硒
矿泉水登陆上海
近日，江西润田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与瀚耀国际集团达成润田
翠·天然含硒水产品的申城战略
合作，
引入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
水，为申城人民提供优质健康的
天然含硒矿泉水，
悦享品质生活。
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水，直接源
头限量开采，蕴含 20多种对人
体有益的微量元素，是国内极其
罕见的天然含硒矿泉水。目前，符
合国家标准的天然含硒矿泉水极
为稀缺，因此，相比于普通矿泉
水，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水自然
更为珍贵。在申城便利店和超市，
餐饮店等零售终端内即可购买到
润田翠·天然含硒矿泉水。

近日，在苏州河畔的上海苏宁宝丽嘉

到西安过“最中国”
的春节
近日，由西安市旅游发展委员会主办的
2018
“西安年·最中国”到西安过中国年（上海）
旅游主题推介会在沪举办。
2018年春节期间，正月初一当天，西安唐
天坛遗址公园内将举办复原唐代春节天坛祭祀
活动，配合古代服饰、祭祀舞蹈及乐器伴奏，让
世人梦回大唐。西安的十二大福地大雁塔、钟
楼、八仙庵、城隍庙、
兴教寺、汉城湖、香积寺、草
堂寺、
水陆庵等都有新春祈福系列活动。
社火也是非常有西安特色的民俗表演。春
节期间，西安旅委组织非遗传承团队、知名艺
人、
剧院团等，在周至集贤镇、蓝田肖家坡、长安
侯官寨、冯村、
临潼栎阳马踏青器山等地进行社
火季系列活动演出。
在西安城墙、大唐芙蓉园、世园会址举办的
“花舞春灯”新春大灯会，集萃中外名家，以中国

风音乐为主题的国际新年音乐会以及“有味中
国年”传统非遗及民俗大汇演、
“长安春十二景”
十二大新春庙会、
“花舞春幡”新春十大花市、丝
路年货嘉年华、新年国际演出季、
“西安中国年”
音乐福利秀、新春书市等四十余项新春活动。
春节期间，
西安旅游集团所属秦岭北麓五大
景区，
将携手举办
“冰雪奇缘·萌宠贺岁——
——
—秦
岭冰雪季”系列主题活动，届时“赏冰瀑、观雾
凇”
“
、滚冰节”
“
、五台祈福”
、
动物新春巡游、
民俗
非遗表演等丰富多彩的新春活动都将依次上演。
值得一看的还有万亩紫金花海太平国家森
林公园，第四季冰川遗迹朱雀国家森林公园，终
南佛国南五台，山崩奇观、冰雪世界翠华山等，
如果你不想走得太远，可以登上古城墙去欣赏
西安冬天的美景，白茫茫大雪真干净，再配上古
记者 梅璎迪
典的红灯笼，更是别有风味。

最
佳
设
计
店 酒
获奖酒店榜单。
潮
此外，
“第八届国际设计酒店论坛”由 流 店
国内著名酒店及旅游业资深顾问、专栏作 榜
家张磊先生主持，
以“突破·新生”为主题，单 颁
演讲嘉宾包括 STR中国区总经理刘博女 新 奖
士、松赞集团董事长白玛多吉先生、
CCD鲜
合伙人兼副总裁胡伟坚先生、青普人文度 出 盛
炉
假创始合伙人兼董事长王功权先生、
典
YANG DESI
GN 及 羊 舍 YANG HOUSE
开
创始人杨明洁先生，以及多彩投 CEO赵
王映浤 文
耕乾先生。
幕
酒店
“第九届最佳设计酒店大奖颁奖盛典”
华丽开幕。今年，
大奖组委会特邀设计师、
艺术家、
影视明星、
商业精英、
意见领袖等各
个不同领域组成的 100位生活家评审团，年
并联手新浪旅游，
经过激烈的初选、
复选投 度
酒
票，
最终揭晓了引领 2018年度潮流方向的

"阡陌云间$获评中国乡村游创客基地

松江这个地方不止是“观光园”
国家旅游局于 2017年 8月发布了全国第
三批
“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公示。根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
费的若干意见》和《国家旅游局办公室关于开展

与乡愁。
阡陌云间将针
对 不 同 消 费 者 ，推
出了不同价格的中

百村万人乡村旅游创客行动的通知》，经各地申
报、推荐及专家评审，评定批准了国内 40家单
位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上海“阡陌云
间”农业休闲观光园为本市唯一获批单位。

高低档民宿，打造
各具特色的精品。
或以喝茶读书为
主，或以手工制作
为主题，借助互联

寻找乡村与艺术的对接

仲盛世界商城开启
欢乐祥瑞旺世界
今起至 3月 11日，仲盛世
界商城开年首档主题活动“欢乐
祥瑞旺世界”
在辞旧迎新之际，为
SKY会员们带来一系列喜气洋
洋的新年活动，寓意大家在 2018
“狗”
年旺气十足，
万事如意，一起
欢度新春佳节！ 2月 10日至 2
月 14日，凭 SKYMALL任意消
费的小票，
即可兑换爱心锁，在上
面写下你爱的人的名字，将“t
a
”
牢牢锁住吧。今起至 3月 11日，
新年市集再度换上新装重磅来
袭，海量精选玩具品牌让你眼花
缭乱，各式各样的儿童生活用品
及玩具，将为你制造一出新年童
趣梦幻街！吃、
喝、
玩、
乐、
购，
就在
仲盛世界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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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实现网络运营，
探 索 走 规 模 化 、品
牌化发展路径，同时，以民宿业带动农业文化、

“阡陌云间”
坐落于松江区明南路与沪松公
路交会处，
总占地面积 88亩。这里，垂柳临岸，

渐打造形成，在追求景观化种植效应的同时，园

亭台桥榭，粉墙黛瓦的江南古民宅建筑，
结合了

区更注重安全深耕。特设的种植暖棚，
一年四季

休闲、创意产业联动发展。未来，
“阡陌云间”还

砖雕、木雕、石雕特色，显现出具有松江地域色
彩的水乡美景。依托现代农业技术发展，园区主

有花果供游客采摘；
错落有致的种植台地，为亲
子游提供畅玩空间，
一旁，设有茶室、琴室等。

将带动周边乡村特色小景点的开发，为游客提
供更多服务项目。

要分布有生态农耕种植区，滨水休闲住宿区和
生态时尚区等。建立在乡村生活理念上，植入文

不过，这里并不只是一个观光园区，它的文
化特色正逐步显现。近来，这里成立了阡陌云间

成为乡村创客归属地

化、
生态与时尚相结合的理念，这个创客基地意
在将乡村元素与文化产业相结合，借助松江大

古琴雅集。一批来自市级、国家级古琴专家、作
家、书画家、摄影家在此汇聚。在阡陌琴苑，每年

依托松江大学城艺术设计的学科优势，寻
求互联网、人文艺术与特色乡村元素的联动，搭

学城的文化时尚创意人才优势和技术力量，寻
找乡村与艺术的对接，全方位探索乡村综合生
活品质的提升，同时，也聚集起一支参与乡村创
客的人才队伍。

古琴各派名家被邀请至此，开设年度名家名曲
班，为琴派交流提供了良好平台，在传播古琴文
化同时，
也带动了特色雅文化形成。

建“乡村 +互联网 +旅游 +文化 +设计产品”

"新民宿#综合服务体待现

的平台，
将吸引各类创客群体的入驻；
协助乡村
创客提升创业成功率，
“阡陌云间”将通过资源
整合，从金融、设计、运营及后台管理等各方面
进行系统化服务。吸引时尚设计聚集，协助品牌

随着都市乡村游的温度渐热，
“ 阡陌云间”
已吸引了不少来自城市的休闲客，基地的新民
俗综合服务体理念正展现出运营优势。让民宿
向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将庭院化休闲做精，
将土地耕作做美，为美食客寻找小时候的味道

创设起步，开发、制作、推介富有松江历史文化
底蕴特色的新型乡村文化产品、创意农产品，带
动松江乡村特色商品的差异化运营，进而推广
松江旅游、历史和文化，在“阡陌云间”
，乡村旅
游综合发展的未来可期。

打造特色雅文化聚集地
古韵建筑，临水而建。青石小径，绿植葱茏。
在书房品茶、听雨。古朴氛围中，
寻找耕读之乐。
按照规划，
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景观和大地景观，
以及乡村特有的田园文化和生活复合景观将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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