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UHANG MORNING POST

旅游

2018 年 3 月 13 日
责任编辑：
倪

珺

8

全域旅游 全域美丽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启动
三年后的余杭将处处是美景
醉美新湖三月天
在国际慢城
“郁”见希尔顿

径山九龙瀑 记者 王珏
王珏//摄

14 家国家Ａ级旅游景区的总量，让余杭旅游亮点更多；58.39 亿元的年度旅游投资，让余杭旅游产业发展更实；3
个特色小镇旅游功能的提升，让余杭都市新区品质更优；塘栖省级旅游风情小镇的创建，让余杭江南水乡文化更浓；
20 个Ａ级景区村庄的打造，
让余杭乡村旅游特色更显；300 余块旅游标识标牌的覆盖，让余杭旅游交通指引更畅……
2017 年，余杭旅游以全域发展理念，深入开展“旅游西进”专项行动，不断深化产业融合、夯实旅游配套、培育核
心产品、引导新型业态，
为我区发展全域旅游打下坚实基础，并成功列入浙江省第二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名单。
2018 年，余杭旅游对接全省
“大花园”战略，加快建设
“五大余杭”，着力启动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推动
全区旅游业从
“景点旅游”迈向
“全域旅游”，打造国际知名文化旅游胜地。通过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进一步全面深
化全域旅游专项改革，积极开展体制机制、产业融合、产品体系、公共服务、品牌营销、综合管理等方面探索创新。我
们可以畅想，
三年后的余杭将处处是美景。
通讯员 陈

旅游项目愈加丰富

物院改造、余杭博物馆改扩建等公共设
施更加健全，旅游大数据监测景区人流、
景区和公共场所 WiFi 覆盖、11 个高标准
旅游厕所建设，促进旅游体验更为舒适
便捷。

良渚文化申遗成功将赢得世界瞩
目，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项目启动建
设，华侨城塘栖古镇及大径山区域开发
项目、国旅丁山湖项目、华强方特良渚文
化主题项目等多个新建项目意向入驻，
旅游项目精彩纷呈。

旅游环境更加优美
黄湖、百丈森林古道建设，各区块
口袋公园建设、水环境整治、道路景观提
升等工程，省级旅游风情小镇建设，以及
目前正在开展的美丽乡村创建，将有效

的地方。驾车从 S14 杭长高速百丈口
下右转至鸬鸟大道，鸬鸟新湖希尔顿花
园酒店就憩于静谧山水之间。当静谧
山谷邂逅希尔顿花园洋房，当 1000 平
方米的户外草坪镶嵌满 30000 多株的
郁金香，这一定会是一种极其美妙而有
趣的体验。
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酒店是希尔
顿集团在杭州的第一家“花园品牌”酒
店，提供先进的设备、适中的价位以及
优质的客户体验。以酒店为圆心，形成
一个
“半小时慢生活圈”，囊括了鸬鸟镇
所有最具代表性的特色景点。向东开
车不到半小时就是径山，可游径山寺、
饮径山茶宴。在这里，脚踩粗砺步道，
头顶古木绿荫，你会不知不觉静下心、
按捺住浮躁，沉浸于时光打磨之美，品
尝出千年沉淀的禅茶一味。
如果你觉得郁金香的花期太短，也
不要觉得遗憾，就在这个月底，鸬鸟新
湖希尔顿花园酒店周围的梨花将进入
盛放期，登高远眺，村里村外，山上山
下，密密匝匝的梨花融成了一片白茫茫
的花海，风夹着梨花的馨香，在树旁枝
尾悠悠飘荡，人吸一口，
心都醉了。
记者 吴一静 陈轶东 通讯员 黄丽丽

旅游惠民政策更加给力
即将开展面向余杭籍市民的景区免
费项目，以及目前正在开展的特色线路
免费游活动，让市民共享旅游发展成果。

住宿选择更加多元
红树林酒店、西溪安达仕酒店、
良渚洲际酒店、杭州富邦丽佳国际大酒
店、未来科技城奥克斯地块酒店项目等
近 20 个国际或国内品牌酒店动工或意向
入驻，将有效覆盖全区各个区块，特别是
未来科技城将兴起一批酒店，有效填补
区块空白。

霏 记者 吴一静

红如火，粉似霞，白如雪……这几
天，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酒店的郁金
香，在艳阳中盛放得绚烂灼灼。郁金香
开得纯粹，一株一花，亭亭玉立，挺直了
腰杆昂首向天；郁金开得含蓄，半开半
闭，花瓣紧裹着，厚厚的花瓣，质感十
足，美丽的倩影在微风里晃动，宛如身
着旗袍的少妇，端庄贵气！
鸬鸟新湖希尔顿花园酒店作为新
湖地产旗下产业，在 3 月 10 日至 3 月底
左右迎来三万多株美丽的郁金香的华
美绽放，成为国际慢城——鸬鸟美好生
活的代言。
怀揣着一颗营造美好生活的初心，
每年三月，新湖都会在项目所在的城市
打造一场郁金香的盛宴，连续七年，从
不失约。这七年，新湖累计引进种植郁
金香近 3000 万株，品种多达上百个，其
中不乏黑英雄、宝石之光、皇家经典系
列等罕见的名贵品种，共吸引了将近
1200 万人次赏花。如今，郁金香花博
会不仅是新湖企业文化的重要标志，更
是各城市业主与居民们享受春天的一
种生活方式。
鸬鸟慢城，天生就是一个安放花园

旅游品牌知名度更加提升
西溪湿地洪园 记者 王珏/摄
提升全域旅游大环境，呈现一幅“余杭处
处是美景”
的画卷。

旅游舒适度更加提升
余杭区文化艺术中心建成、良渚博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将进一步彰
显旅游品牌知名度和城市知名度。余
杭，一座来了不想走的城市。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将推动余杭旅
游从景点旅游向全域旅游“产业升级”，
这当中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注和参与，希
望所有余杭人携手爱家乡、爱旅游，文明
旅游，共创一个天蓝水清、和谐如画的美
好家园，让余杭成为你我不愿离开的地
方！

2018 假日国旅高端英国暑期研修班开始报名
【13-17 周岁伊顿公学暑期研修班】
读英国王子母校，开启纯正英伦贵族教
育之旅，
女生入读伊顿唯一机会
伊顿公学暑期研修班专为 13-17 周
岁的青少年设计，通过为期两周的伊顿
公学浓缩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感受威廉
王子母校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对纯正的
英式教育理念和英伦文化精髓有更深刻
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培养未
来社会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伊顿公学
常规课程只招收男生，但伊顿公学暑期
研修班也对女生开放，这是女生入读伊

顿学习及体验的唯一机会。
时间：2018.7.17-2018.8.03
课程：为期两周半的伊顿公学浓缩
课程包括：戏剧课、英语课、研讨课、历史
课，入学测试分班，13 人以下小班制。
【13-16 周岁哈罗公学暑期研修班】
加入最顶级的英国寄宿学校，随英国首
相丘吉尔沉浸精英教育
哈罗公学暑期研修班专为 12-17 周
岁的青少年设计，旨在通过为期两周的
哈罗公学浓缩课程的学习，让学生感受

境内推荐：
境内推荐
：
安徽齐云山+船游新安江 2 日游
安徽齐云山+
3 月发班
北京一飞一高 5 日游（全程导游一路随行
全程导游一路随行）
）
3 月 19 日发班
湖南张家界、
湖南张家界
、黄龙洞芙蓉镇
黄龙洞芙蓉镇、
、凤凰古城双飞 4 日游
3 月 21
21、
、30 日发班
大连、
大连
、旅顺
旅顺、
、蓬莱
蓬莱、
、威海
威海、
、青岛双飞 5 日游
3-4 月发班
仙明城墙、
仙明城墙
、华清宫
华清宫、
、兵马俑
兵马俑、
、华山
华山、
、大明宫双飞四日游
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
内蒙古希拉穆仁草原
+响沙湾双飞 4 日游
3 月 29 日、4 月 5 日发班
悠游海南双飞 5 日游
3 月发班
西宁、
西宁
、塔尔寺
塔尔寺、
、青海湖
青海湖、
、贵德双飞 5 日游
3 月 16
16、
、23 日发班

英国精英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氛围，对纯
正的英式教育理念和英伦文化精髓有更
深刻的理解，增强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培
养未来社会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
时间：2018.7.20-2018.8.02
课程：入学测试分班，10 人小班；强
化英语课，指导原创戏剧；团队协作培养
良好沟通，宿舍联谊；英式体育击剑射箭
等。
想了解以上课程进一步信息的读
者 ，请 致 电 杭 州 假 日 国 旅 游 学 专 线 ：
0571-89160800

出境推荐
出境
推荐：
：
299 元/人起
2080 元/人起
1280 元/人起
1980 元/人起
2280 元/人起
2280 元/人起
1999 元/人起
2360 元/人起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飞 4 晚 6 日游
新加坡+
越南芽庄双飞 5-6 日游
泰国普吉岛斯米兰双飞 6 日游
日本本州古都温泉 6 日游（静阪
静阪）
）
美国西海岸双飞 7 晚 10 日游
醉美俄罗斯 7 日游
蓝色浪漫蓝色浪漫
-土耳其 11 日游
德法意瑞+
德法意瑞
+南针峰
南针峰+
+博登湖 11 日

4 月发班
3 月发班
4 月发班
3 月发班
4-6 月发班
4 月 8 日发班
3 月 25 日、4 月 15 日发班
4 月 22
22、
、5.15 发班

2299 元/人起
2198 元/人起
3788 元/人起
4899 元/人起
4988 元/人起
6999 元/人起
6999 元/人起
12499 元/人

微信号：
微信号
：杭州假日国旅
府前营业部电话：
府前营业部电话
：86226188 89168829
86207982
地址：
地址
：余杭区南苑街道府前路 15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