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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宁位列十大避暑人气目的地
在旅游从业人员眼中，今年，青海的旅

游旺季早早到来，从 3月份开始，各大景区
络绎不绝的游客让他们提前感受到了忙
碌。而对于当地人来说，景区周边停满的
大巴车、小吃街里穿梭的游客，反映出青海
旅游受欢迎的程度。

6 月 23 日晚上，西宁市莫家街人气火
爆。烤羊肉、酿皮、麻团、奶茶等青海特色
小吃摊沿街排开，小吃街边摆放的几十张
桌椅都已经坐满客人，旁边还站了不少等
待的客人。而在力盟、唐道的小吃街上，排
队吃饭也成了一道风景。

青海凭借着高原独特凉爽的气候优
势，吸引着八方游客。有调查显示，西宁位
列 2019 年最受欢迎的避暑目的地城市和
避暑旅游十佳城市。

气温的攀升为全国旅游市场带来新的
改变，天气凉爽的旅游目的地更具吸引
力。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旅游大数据联
合实验室发布的《2019 年中国避暑旅游预
测报告》显示，2019 年最受欢迎的避暑目
的地前十名依次为厦门、丽江、贵阳、兰

州、西宁、舟山、拉萨、大连、呼伦贝尔、承
德。西宁在排名第五的同时，在旅游资源
丰富性、交通运力、酒店接待能力、旅游整
体满意度上处于优势地位。

随着旅游方式的转变，游客也从景点
到景点走马观花的旅游方式，改变为深度
体验。根据携程大数据，这个夏天，来西
宁的游客出行天数 4 至 6 天占比最高，达
到了 52%。选择出行 7 至 10 天的游客占
28%。

景区持续升温
观光车司机一天往返30次

6 月 23 日，在贵德国家地质公园景区
门口的停车场，等候停车的自驾车排到了
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大巴车把停车场占
得满满的。景区内，来自各地的旅游团队
随处可见，游客手机相机齐上阵，处处都是
旅游市场热闹红火的景象。

随着大量游客的进入，景区内工作人
员也忙得连轴转。6 月以来，仅贵德国家
地质公园景区的观光车司机每天要在景区
往返近 30次，“马不停蹄”成为工作人员最
真实的写照。

“今年旅游旺季比往年提前 3个月，从
3月 9日景区开园以来，团队游客数量明显
比往年多。进入 6 月，景区每天接待游客
数量在 3500 人左右，预计 7 月每天接待游
客在万人以上。”

贵德国家地质公园导游部主管南海明
告诉记者，6月以来，景区讲解员每天带团
数量在 10个团以上，今年团队预订十分火
爆，接待量比去年同期高出 3 至 4 倍，目
前，景区从设施、导游等方面已做好准备，
迎接旅游最高峰。

自驾游火爆依旧
落地自驾成为新趋势

伴随着青海旅游的火爆，在省内外知
名旅游平台推荐的自驾线路中，青海多条
特色自驾旅游线路榜上有名，青海自驾游
的持续升温吸引了散客及包团、定制团的
游客，落地自驾成为新趋势。

6 月 20 日，来自广州的游客王云东一
家坐飞机到西宁后，在西宁租了一辆越野
车，以自驾的方式环游青海。“原本我们打
算全程自驾，但驾车要 2500 公里，一路开
到青海，不仅费用高，而且因为旅途疲惫，

再美的风景也不想看了。我们决定落地后
自驾，下了飞机就可以取车，满足了我自驾
游青海的愿望。”王云东说。

在全域旅游的发展下，我省从南到北，
从东到西，处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自驾游
的游客。“从今年 4 月起，环湖自驾的游客
就多了起来，到青海后租车自驾的游客明
显增多。青海旅游最火爆的季节即将到
来，我们正在做前期准备工作，来应对青海
自驾游高峰。”达玉部落负责人桑升杰告诉
记者。

青海一家自由行旅行平台的相关负责
人刘婷婷告诉记者，以往三四月份，青海各
家旅行企业基本没有地接业务，最多只是
服务会议团、商务团，今年“飞机+自驾”

“高铁+自驾”的旅游方式受游客青睐，五
一之后，平台的工作人员就开始忙着设计
新的旅游线路及产品、安排团队的车、导游
和住宿，根本没有休息时间。今年，从游客
结构看，暑期家庭游、学生游、避暑游、观
光游增多。从游客选择出行方向看，传统
景区魅力不减，格尔木、大柴旦等省内长线
旅游线路火爆。

凉爽气候“变身”旅游资源

青海“高冷”气质吸引八方游客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担心找不到正
规旅游车？害怕被不靠谱的“黑车”蒙骗？
6 月 21 日，我省正式上线的首个旅游客运
服务系统——“包车游”将为您解决以上担
忧。

为解决旅行社和游客找车难、管理部
门管理难以精细化等问题，同时为旅游客
运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支撑，近日，省
交通执法监督局委托交通运输部交科院开
发的“青海省旅游客运信息服务系统”
（简称“旅游客运服务系统”） 正式上线
运营。

据了解，该系统分为手机端与 PC 端两

个平台，其中，手机端依托微信公众号实现
包车服务功能，提供个人、包车企业、旅行
社等多种群体的包车服务功能，同时，道路
运输和旅游监管部门也可通过该平台监督
旅游客运的相关情况。有旅游包车需要的
个人或企业，只需通过在微信中搜索“包车
游”微信公众号并关注，便可通过这一平台
体验包车服务。

“旅游客运服务系统”的上线使用，解
决了行业存在已久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实
现了旅行社、旅游客运企业、社会公众三者
之间信息互通和共享，有利于推动形成“运
旅结合、互通互促、有效对接、规范有序”的

旅游客运市场。
“旅游客运服务系统”是首个在全省

范围内推广使用的促进运游融合的电子政
务系统，该系统的建设应用是我省加强包
车客运管理和促进旅游客运市场转型升级
的重要支撑，不仅提供了“交通+旅游”的跨
行业联合监管手段，为公众提供了选择旅
游客运车辆、司机等定制化出行服务，同
时运用大数据建立旅游客运服务评价体
系，为管理部门及企业提供了更多精细化
管理手段，加快实现交通运输与旅游业衔
接更顺畅、市场环境更有序，促进交通运
输与旅游业深度融合发展。

我省首个旅游客运服务系统上线运营
“包车游”带您放心游青海

本报讯（记者 莫青）记者从西宁
市教育局获悉，2018-2019学年度第二
学期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确定。

2018-2019 学年度西宁市中小学
暑假放假时间：小学放假时间为 7月 9
日至 8 月 31 日；中学期末调研测试时
间为 7 月 16 日至 7 月 18 日，放假时间
为 7 月 23 日至 8 月 31 日；高三年级补
课时间为 7月 23日至 8月 5日，其他年
级不得以任何名目利用暑假组织学生
集体补课。

2018-2019 学年度秋季西宁市中
小学开学时间：8 月 15 日高一新生报
到，8 月 27 日初一新生报到，8 月 29 日
教师报到，9月 1日（周日）学生报到，9
月 2日正式上课。

暑假期间，中小学校将结合全国
文明城市、卫生城市、文明校园创建，
开展“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四爱三
有”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等教育
活动。倡导学生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
护、生活垃圾分类、河流保护等社会实
践活动，增强绿色发展意识，不断巩固
创建成效。

对假期从事有偿补课、违规办班、
为校外培训机构和他人介绍生源或提
供相关信息等失德失范行为，教育部
门继续保持“零容忍”高压态势。

教育部门要求，放假前，各学校集
中对师生开展以“防溺水、防火灾、防
雷电、防中毒、防诈骗、防交通事故、
防自然灾害、防不法伤害”为主要内容
的暑假安全教育，提高师生的安全防
范意识，增强自护自救能力；通过
QQ 群、微信群、家长会、电子屏、
班团会、致学生家长的一封信等多种
方式提示家长担负起暑假期间对学生
的监护责任，确保学生暑假安全。

教育部门要求各学校严格执行招
生计划，遵守招生纪律，严禁超班额招
生，严禁招录“择校生”。认真实施新
生入学分班“零择班”制度，做到新生
分班过程公开、透明、公平。在规范中
高考宣传中，加强对学生考试成绩、录
取结果等需要阶段性保密信息的管理
工作。不允许学校在中考高考前后宣
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升学率”等，
不允许在班级或家长微信群、QQ群中
发布学生的考试成绩，不得在学校中
张贴学生考试成绩排名情况。同时，
初中、高中学校和教师不得代替或干
预考生填报中考、高考志愿。

西宁市中小学
暑假放假时间确定

本报讯（记者 郑思哲）7 月 1 日起，我
省全面实行 ETC 用户享受不少于 5%的车
辆通行费和全国全网无差别基本优惠。

据了解，ETC 用户不少于 5%的车辆通
行费基本优惠政策，是深化收费公路制度
改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重要辅
助措施之一。取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将对收费系统(设施)建设改造，推广 ETC应
用，收费政策优化调整以及相关设施的改
造工程。

未来，全国高速公路将形成“一张网”
的局面，因此，安装 ETC 设备的车辆可大幅
提升通行效率，能够在收费站不停车收费
通行。目前，我省计划未来在各收费站仅

保留少数人工收费通道，增加 ETC 车道的
数量。

现阶段，只要带上相关证件，前往我省
ETC 合作银行：工行、农行、建行、中行、邮
储银行和青海银行以及青海交通一卡通有
限公司网点，或使用线上微信 ETC 助手小
程序，就能免费申请安装ETC车载设备。

7月1日起

我省ETC用户享受不少于5%通行费优惠

6 月，当全国各地纷纷拉响高温警报时，青海却保持着一贯的“高冷”气质。清凉的天气，丰富的旅
游产品和线路，让青海旅游热度和吸引力与日俱增。

本报记者 吴梦婷

★★ 相关新闻

近日，由省总工会、
省农牧工会主办，省三角
城种羊场承办的青海省
第四届机械剪毛技能竞
赛 在 三 角 城 种 羊 场 开
赛。来自全省 4 个参赛
队、7 支观摩队的 15 名机
械剪毛选手参加了激烈
角逐。本次竞赛成功举
办，有效促进了广大农牧
职工对机械化剪毛的认
识，提高了广大农牧职工
学习机械剪毛的兴趣。

本报记者 广宁
通讯员 李元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