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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
婷）6月 24日至 9月 23日，西宁市民
中心文体馆冰球馆向抗疫工作者
免费开放。

其中，6月 24日至 7月 23日，省
内医护人员、警察、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持有效证件或志愿者证书，可
带 两 位 家 人 或 两 位 朋 友 免 费 体
验。6 月 24 日至 9 月 23 日，甘肃医

护人员持有效证件可带两位家人
或两位朋友免费体验。

西宁市民中心文体馆冰球馆免
费开放项目为滑冰体验，并无偿提
供冰鞋、护具，开放时间为 9时至 21
时。

需要注意的是，入场游客必须
遵 守 场 馆 的 开 放 时 间 和 营 业 规
定。场馆可容纳 800 人，由于疫情

防控，入场人数超过 200人时，场馆
将限流开放。游客须按照规定接
受体温测量、扫“双码”并登记个人
信息后方可入场。

西宁市民中心文体馆冰球馆特
别提醒，入场游客不得聚集，运动
时要保持一定距离。场内游客如
有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形，由公
安等相关部门负责处置。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
梦婷）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6 月 22 日起，“惠游大美青海
乐享河湟文化”文旅消费券开始发
放，每日 10 时，我省将通过“云闪
付”“携程网”线上平台分批分期发
放文旅消费券 2000万元，激发青海
文旅市场活力。

“云闪付”青海文旅消费券领
取方式：

在“云闪付”平台，活动包括通
用消费券发放和星级旅游饭店主
题消费券活动两部分，其中，通用
消费券有满 200 元立减 80 元、满 50
元立减 20 元两种消费券；星级旅
游饭店主题消费券有满 200 元立
减 100 元、满 100 元立减 50 元两种
消费券。

第一期活动从 6月 22日开始发
放，单用户单日各限领取 1张，活动
将通过云闪付线上领券和活动商
家店内线下扫码领券两种方式发

放，领取的文旅消费券有效期为 7
天，通过活动商家店内扫码领取的
文旅消费券当日有效。

特别提醒的是，活动参与对象
为当前手机地理位置定位为青海
省内的居民（包括省外来青人员）。

“携程网”青海文旅消费券领
取方式：

在“携程网”平台，此次文旅消
费券分为通用文旅消费券和主题
文旅消费券 2 种类型，通用文旅消
费券在活动期内每月发放，主题文
旅消费券将围绕节假日、暑期等重
要时间节点，限时上线。

活动将针对青海省 4类文旅产
品发放消费券，其中，酒店住宿产
品，共计发放 3 种消费券，为 9 折消
费券、最高减 100元，8折消费券、最
高减 200 元，6 折消费券、最高减
400 元；景区门票、玩乐体验、演艺
演出等产品，将发放 6折消费券、最
高减 400元。

度假线路产品，分为周边游产
品和长线游产品，共计发放 3 种消
费券，1 至 2 日的周边游产品执行
40%优惠、最高减 120 元，3 日及以
上长线游产品执行 30%和 40%优
惠、最高减 3000 元。交通产品，分
为机票产品和火车票产品，共计发
放 3种消费券。

消费券领取方式有 4 种，市民
可以打开携程旅行 App，在首页搜
索框搜索“青海文旅消费券 /青海
消费券”、搜索“青海”、在各频道
搜索参与活动的青海文旅产品等
方式，进入“大美青海 惠游一夏”
专辑页领券或直接预订参与活动
的青海文旅产品，立享优惠。

青海省内居民和全国来青游
客均可参与青海省文旅消费券活
动，在规定时间内预订下单即可享
受优惠。

消费券自领取之日起 5 日内
有效。

我省发放“文旅惠民大礼包”

2000万元文旅消费券等你来抢

机票预订量增长252%

6月 22日，携程发布最新数据，跨省
游开放的利好消息为各地旅游复苏注
入强心剂。6 月 18 日以来，暑期青海酒
店的订单量环比上一周增长 174%；景区
门票单量环比上一周增长 100%；暑期机
票单量环比上一周增长 252%。

携程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大数据
统计，目前入青游客的主要客源地为成
都、广州、深圳、南京、杭州、苏州等地。

在一周的时间内，青海酒店、景区
门票、暑期机票预订量持续上涨的背
后，一方面是积压已久的旅游需求在暑
期预订高峰期全面释放；另一方面青海
各地蓄势待发，通过开展差异化创新营
销和惠民补贴政策，为暑期旅游注入强
劲动力。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一家旅游
租车公司负责人郑鑫告诉记者，6 月 18
日起，随着青海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省外游客的租车订单明显增多。在游
客预订的线路中，西宁-青海湖-茶卡-
大柴旦翡翠湖-乌苏特水上雅丹等环线
的预订量最高。

省内各大景区游客接待量上涨

6月 22日，青海湖水天一色、碧波万
顷。来自各地的游客放慢脚步，亲近青
海自然生态。

当日 8时，景区开园，游客陆续进入
景区。工作人员在旁提醒：“请您接受
体温检测，戴好口罩扫码进入……”一

项项规范的流程，保障游客安全顺利进
入景区。截至 6月 22日 18时，景区接待
游客数量达到 600人。

记者从青海湖景区了解到，在青
海湖二郎剑景区，省内游客需凭“健康
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入园，不再需
要核酸检测报告。省外游客凭“落地
检”和“健康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
入园。

景区每天都会在游客通道、游客中
心、卫生间等重要场所定时开展体温检
测和消杀工作。景区也通过标志标牌、
广播等提醒游客规范佩戴口罩、保持安
全距离，倡导游客文明出游。

6 月 1 日至 30 日，茶卡盐湖景区面
向全国游客免费开放，景区的游客人数

也不断上涨。目前，茶卡盐湖景区实行
实名制入园，游客需持本人有效身份
证、出示预约信息入园。

野生动物园“网红”吸引游客

在西宁野生动物园，兔狲、雪豹等
网红动物也吸引了一大批慕名而来的
粉丝。

6月 22日 15时，记者来到西宁野生
动物园，在距离售票窗口 50 米处，游客
需提前出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健康
码”并测量体温进入。

进入西宁野生动物园，园内广播循
环播放规范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等疫
情防控提示。15时 20分，在西宁野生动

物园的小路上，景区的电瓶车正缓慢行
驶，车上的工作人员拿着消毒喷管对地
面消毒。“园区的小路和座椅、护栏等公
共设施每天都会不间断地消毒。”工作
人员说。

园区沿线，也有工作人员随时提醒
游客做好个人防护。6 月 10 日起，西宁
野生动物园恢复开放，游客进入园区需
出示 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游园
全程佩戴口罩。园区 11 时至 14 时为游
览高峰期，游客需合理安排时间，错峰
出游。游客密度较大时，园区将实施停
票限流措施。人员密集时，部分展馆在
必要时实施限流管控措施。

西宁熊猫馆工作人员每天会对操
作区、饲料室、园区大门、通勤口以及
园区的公共设施等做好全覆盖消毒工
作，园区还专门配备工作人员每天给各
场馆的动物做检查，严格监测动物的健
康状况。

本报讯（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季蓉）6月
23 日起，青海省博物馆、省图书馆、省文化馆、西
宁市城西区体育公园将恢复开放，西宁市人民公
园恢复常态化游园。

省博物馆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 9 时至 17
时（16 时 30 分停止检票），周一正常闭馆。按照
疫情防控要求，团队参观实行“预约、错峰、限
流”，每天参观总人数不超过 300 人次，团队参观
需至少提前 1天实名电话预约。进馆时需主动出
示预约码、健康码、行程码，入馆需接受体温检
测，保持 2米以上间隔距离。

省图书馆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 时至
17 时 30 分，周一正常闭馆。图书馆每日接待读
者上限为 300人，现场取号，达到上限人数后采取

“一出一进”限流措施。
图书馆将开通“绿色通道”：少儿读者以家庭

为单位，每日限定 50 个家庭凭票入馆。60 岁以
上老年读者出示当日有效“信康码”和“行程码”
后入馆。读者入馆时需配合工作人员扫“双码”
并检测体温，查验最近一次区域核酸检测阴性证
明，均显示正常方可入馆。

西宁市图书馆将提供延时服务，图书馆二楼
“河湟典韵”专题阅览区、期报刊阅览区、数字体
验区、新书荐读区、“书海沁心”新书服务区、休闲
沙龙区等所有区域开放时间为 9时至 19时，开放
时间为周二至周日。

6 月 23 日 9 时，西宁市城西区体育公园将恢
复开放，园内篮球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室外 5
人制足球场和健身步道开放。场馆开放时间为
周一至周日 10时至 20时。为做好场馆疫情防控
工作，城西区体育公园开放期间，将严格实行“一
人、一日、一进、一测、一扫码、一登记”制度。室
内场馆按场地最大接待量的 50%限流开放。严
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值班人员增加巡场次数，
每天定时清洁和消毒。

此外，西宁市人民公园恢复常态化游园，市
民游客做好“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测量体温”后
便可有序游园。遇重大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时，公
园将及时采取预约、限流措施。

这些场馆恢复开放

西宁市民中心冰球馆免费向抗疫工作者开放

暑期旅游市场升温

青海机票预订量增长252%
西海全媒体记者 吴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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