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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出台六项举措支持旅游行业共渡难关
本报讯 （临平报道组 吴一静 通讯
员 姜明菁） 为进一步加大疫情防控期间
对旅游行业的扶持，近日我区出台了 《关
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旅游行业共渡难关的
补充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6 项实
打实的举措，对在余杭区依法登记注册，
财政级次属余杭区，且依法纳税，具有健
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体系，列入

范围的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遇到实际困难的旅游企业以及优先
支持积极参与防疫工作的旅游企业，给予
有力扶持。
《意见》 鼓励全区星级酒店、绿色饭
店、特色文化主题酒店、国际连锁品牌酒
店实行上年度平均房价的半价特惠活动。
5 月 1 日前，对参与特惠活动的非国有旅

游饭店，政府给予相应补助。鼓励全区 A
级景区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全年免费开
放政策；5 月 1 日前，符合疫情防控要求
的国有 A 级景区向境内外游客免费开放；
鼓励非国有 A 级景区参加免费开放活动，
并给予运营成本补助。支持非接触式旅游
服务场景应用，全面推进旅游企业数字应
用服务。加快对旅行社质保金暂退和法律

援助工作，着力缓解企业资金短缺困难。
同时，支持旅游企业自主宣传推广。对符
合相关要求的旅行社，组织区外团队来余
杭区收费景区 （点） 旅游、体验经区文广
旅体局认定的文化演艺项目或在列入范围
的旅游饭店住宿的，给予一定程度的奖
励。

六大主题 多项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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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游余杭”
邀你一起不负春光

西溪湿地洪园景区

西溪湿地洪园用上全球
首款智能测温 AR 眼镜

本报讯 （临平报道组 吴一静 记者 陈
轶东） 这几日，杭州西溪湿地洪园景区安保
人员王付微戴上了一副特殊的智能测温 AR
眼镜，只需看一眼，立即知道身前游客的体
温。
“36.5℃、36.6℃、37℃……比原先使用红外
测温枪测量高效多了。”王付微对新配备的
“黑科技”非常满意，
“ 操作方便，基本摸索几
下就会使用了。”
记者上前体验了一把，从外观上看，这副
智能眼镜跟普通墨镜差别不大，但内部别有
乾坤。它能实时扫描视野前方人员的体温，
以热成像方式展现在佩戴者眼前。佩戴体验
感也不错，整套设备加在一起，重量仅为 100
多克。记者佩戴了框架眼镜再戴 AR 眼镜，依
然感觉舒适，非常适合在景区、商圈、办公园
区等移动巡逻场景下使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各地景区
有序开放，游客纷纷出门感受盎然春意。目
前，西溪洪园的日均接待游客量已从数百人
上升至近万人。此次引进全球首款智能测温
AR 眼镜，就是希望用高科技手段保障游客全
程安全游览。
“原先，我们使用红外测温枪测量游客体
温，效率低，容易在景区门口造成拥堵，影响
游客的入园体验。”据西溪湿地洪园艺术村中
心主任石天赠介绍，用上智能测温 AR 眼镜
后，有效距离 1 米，2 分钟内最高可检测上百
人，能在不打扰游客游玩的情况下，轻松实现
发热人员的精准排查。
“ 如遇体温异常人员，
智能眼镜会自动警报提示，并对人员信息进
行记录。”
据了解，这款智能测温 AR 眼镜由杭州本
土 AR 企业 Rokid（灵伴科技）原创研发。眼镜
搭载了红外测温模块，采用 AI 智能算法和多
点均值拟合测温技术，精准测温时间不超过
0.2 秒。Rokid（灵伴科技）副总裁向文杰向记
者介绍，除测温功能外，这款智能 AR 眼镜还
具备人脸识别、车牌识别、远程协作等功能。
从今年 1 月下旬至今，Rokid（灵伴科技）已陆
续向杭州市公安西湖分局、杭州高速交警指
挥中心、湖州高速交警指挥中心、衢州高速交
警指挥中心等，提供多台 AR 眼镜设备及相应
的配套应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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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饭店半价特惠 A 级景区免费开放 缓解企业资金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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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看”一眼就知游客体温

珺

径山花海景区

近日，我区充分整合山水人文资源，精心策划了
“欢乐游余杭”活动，重点推出良
渚古城世遗游、西溪洪园风情游、超山田园采摘游、径山绿道骑行游、径山花海赏花
游等 6 大主题产品及线路，并推出优惠举措。区级相关部门将落实监督管理，各景
区、旅行社、宾馆、饭店等切实履行好主体责任，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
升服务品质，
让每一位来余杭的旅客安心、放心、省心、开心、舒心。
组稿 吴一静

来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体验宋代点茶，
一起探寻千年前古人的饮茶方式和禅茶
文化。
优惠措施：
“五一”节前，宋代点茶体
验 18 元/位（市场价 88 元/位）；每天前 20
位免费提供一杯径山绿茶，其他游客享
受优惠价 18 元/杯（市场价 88 元/杯）。

分钟，去全国文保单位南山造像，领略石
刻文化的魅力。
优惠措施：线路优惠价（含三正餐、
门票、住宿）：
190-260 元/人。

原野赏花游

第一天 游览瓶窑老街，这里有宋代
窑址历史遗存，流传着十八条弄、十八口
井的故事。在老街文创区域，可深度体
验纸伞、风筝、玉雕、陶艺等非遗项目。
第二天 游览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实
地体验和感悟“中华五千年文明”。遗址
公园内，设置了十大主题片区，展示了一
个可观赏、可考古，水草丰美、河网密布
的王国都邑；后赴西溪湿地洪园，那里环
境 清 幽 ，水 道 纵 横 ，鱼 塘 栉 比 ，诸 岛 棋
布。钱塘洪氏家族在这里传承了约 800
年历史，其清正廉洁的家族文化也成为
余杭人文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优惠措施：线路优惠价（含三正餐、
门票、住宿）：
260 元-350 元/人。
联系电话：15381155557（杭州世际
旅行社有限公司）

绿色生活 共享田园二日游

超山风景名胜区

山地徒步游
超山郊游踏青
超山风景名胜区内地形以山地为
主，山域自然景观优越，有虎啸石、石笋、
石柱、洗心泉，峰高 265 米，最快捷登顶
路线共有 1365 个台阶，登山游步道全域
大通，从东园、大明堂、南园区域都可登
顶。
联系方式：
0571-86311228

杭州山沟沟风景区

山沟沟景区地处杭州西北四十公里
的“浙江省蜜梨之乡”鸬鸟镇，拥有杭城
第一峰——海拔 1095 米的窑头山和海
拔 1025 米的次高峰红桃山，是太湖的重
要源头之一。景区由“汤坑”
“ 茅塘”和
“彩虹谷”三大景区组成，分别为峡谷型
生态旅游区、高山平台型休闲观光度假
景区和农业观光园区。
联系电话：
18657868833

绿道骑行游
径山绿道骑行游
有“浙江最美绿道”之称的大径山绿
道，全长约 18 公里，沿线设置洗心亭、桐
桥驿、九龙驿、龙潭驿、竹海红庐、同安
驿、三十六村、洗尘雾、净行驿、古城驿等
11 座驿站，将径山花海、山水见公园、小
古城遗址公园等景点串珠成链。
优惠措施：
免费对外开放
联系电话：0571-86238800（大径山
旅游集散中心）

生态养生游
宋代点茶体验
径山是中国禅茶第一镇，也是“茶
圣”陆羽的著经之地，更是“日本茶道之
源”和“世界抹茶之源”。千百年来，茶文
化兴盛。在径山，有这样一种点茶，不仅
注重技艺与意境，更注重文化与品质。

第一天 走进大径山旅游集散中心
宋朝 fashion 现场，做一杯国潮奶茶；来
“径山人家”用餐，享用地地道道的美味
农家菜；游径山花海，漫步在花的海洋，
陶醉于花的芳艳；晚餐、住宿均在杭州陆
羽君澜度假酒店解决。
第二天 游山沟沟风景区，游览天然
氧吧山沟沟风景区；在“茅塘里”农家菜
馆用午餐，
品尝绿色天然的美味佳肴。
联系电话：0571-86238800（大径山
旅游集散中心）

径山花海赏花游
径山花海是一个以鲜花为主题的特
色景点，园区内种植了马鞭草、香莲花、
波斯菊、醉蝶花、金鱼草、虞美人等十几
种 花 卉 ，鲜 花 种 植 面 积 为 浙 江 省 内 最
大。游客还可乘坐小火车，沿着轨道游
览整个花海，是个独具特色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
联系电话：0571-88580200（径山花
海游客服务中心）

民俗风情游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瓶窑二日游
第一天 走进良渚博物院，欣赏五千
年前先民精心制作的玉器、陶器、石器，
再到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实地欣赏水乡
泽国风貌，
感受良渚王国的气度。
第二天 游览“解放风情”瓶窑老街，
看宋代窑址遗存，体验非遗项目，步行 10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西溪湿地洪园
二日游

田园采摘游
超山田园采摘季
以青梅、枇杷、杨梅、葡萄采摘为特
色，活动期间贯穿手工作坊集市、文化遗
产传承类活动、传统国学及互动亲子主
题活动。
优惠措施：1. 青梅（3 月中旬-4 月中
旬）、杨梅（6 月中旬-7 月初）、葡萄（7 月
中旬-9 月底）采摘门票：
余杭区市民成人
享 20 元/人，区外市民成人享 30 元/张，老
人、儿童享 25 元/张（本优惠不含采摘外
活动费用）。
2. 枇杷采摘门票（5 月中旬-6 月初）：
余杭区市民享受 40 元/张，区外市民成人
享 60 元/张，老人、儿童享 40 元/张（本优
惠不含采摘外活动费用）。
联系方式：
0571-86311228

2020“杭州人游杭州”系列余杭文旅优惠信息
免票优惠
良渚古城遗址公园

2020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1 日（含），对
境内外游客免景区首道门票；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医务人员凭有效证件（医
师资格证或护士资格证）实行票价（门票
以及观光车票）全免入园。
联系方式：
0571-85855300

山沟沟景区

自恢复开园之日起至 5 月 1 日（含），
对境内外游客免景区首道门票；自恢复
开园之日起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全国
（含港澳台地区）所有医护工作者、公安
干警，凭有效证件（医师执业资格证、护
士执业证、警官证）免门票，并在旅游旺

季期间，为医疗工作者开设优待窗口和
绿色通道，医护工作者可在景区内免费
乘坐景交车。
联系方式：
0571-88573333

超山风景名胜区

2020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1 日（含），对
境内外游客免景区首道门票；从 2020 年
2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持医师执
业资格证、护士执业证免费入园。
联系方式：
0571-86311198

双溪漂流景区

自恢复开园之日起至 5 月 1 日（含），
对境内外游客免景区首道门票；2020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10 月 7 日（具体以景区
营业时间为准）对全国医护人员（持医师

执业资格证、护士执业证）免漂流门票
（竹筏、皮筏二选一）。
联系方式：
0571-88501938

径山花海

2020 年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免费开
放，全国医护人员（包括港澳台）凭有效
证件（医师执业证或护士执业证）至景区
游客服务中心登记即可入园。
联系方式：
0571-88580200

景区优惠
西溪湿地洪园

2020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1 日（含），对
境内外游客免景区首道门票；自恢复开
园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西溪洪

园景区对全国医护人员及家属（持医师
执业资格证或护士执业证、户口本），承
诺免景区门票和电瓶船票（龙舌嘴入口
和邬家湾入口入园）；景区内酒店及餐
饮：花间堂酒店、栖溪隐秀酒店、水街食
府、天禄堂药膳、某某咖啡、清旭文化（百
味素食、清水服饰特价款除外）、鲍贝书
屋等自恢复营业之日起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全国医护人员及家属（持医师执业
资格证或护士执业证、户口本）在以上场
所就餐、购物及入住，承诺给予当日结算
价或携程平台报价（酒店）的 50%结算。
（不含会议等团队活动，具体以场所公告
为准）
联系方式：
0571-890811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