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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五 一 ”假 期 天 气 晴
朗，各大景区推出多种节庆活
动。我市 9 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
区以及 3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共
接待游客 73.1 万人次，同比增
长 12.3%。

丰富节庆活动
“嗨翻”小长假

赏蒲听书品茗尝饼看大戏，
这个“五一”，北固山景区为八方
游客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假
期。“刘备招亲”实景演出演绎传
说，丹阳非遗三国名点——“吕
蒙烤饼”也前来助兴。

“五一”小长假期间，全市准
备了艺术表演类、游园文化类等
6 大类、30 余项主题活动以飨八
方来客。除了北固山景区，金山
景区也举办了金山传奇游园会，
3天接待游客 5万余人次。镇江
新区举办“春之旅”旅游季，以登
山、祈福、航空体验、泡温泉、品
美食等活动有机串联，让游客全
方位领略春季旅游魅力。“2018
长江国际音乐节”成为我市小长
假的亮点之一，4月 29日当天接
待3万多人次。

小长假期间，旅游部门对
全市范围内的重点旅游景区、
省级旅游度假区和部分星级乡
村旅游区采用抽样、直报和客
情分析系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旅游数据统计与分析。三山、
茅山等 9 家 4A 级以上旅游景区
以及 3 家省级旅游度假区共接

待游客 73.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

美丽的乡村
迎来众多游客

小长假期间，美丽的乡村迎
来众多游客。岩藤农场、开心农
场乡村旅游区等5家省四星级以
上乡村旅游区共接待游客 21.5
万人次，同比增幅20%以上，开心
农场乡村旅游区接待游客人次
增幅超50%。

岩藤农场举办第四届郁金
香节，现场的“后白三百”农产
品 、醉美七彩风车展、郁金香摄
影大赛吸引众多游客参与，小长
假3天内总收入同比增长43.1%。

句容第二届牡丹节在茅山
镇石磨豆腐村举办，游客可以参
与牡丹观赏、汉服游园、昆曲鉴
赏、茶艺表演、剪纸艺术表演等。

宝华山景区举办花山美食
节，部族民间表演、歌舞晚会等
互动性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优质旅游
受到游客点赞

“五一”节前，我市全面优化
旅游公共交通，让游客出行更加
方便舒适。

镇江文旅集团开通京江路
旅游观光车，途经金山湖国际房
车露营地、长江湿地公园、焦山
东大门等站。

镇江江天集团优化了镇江

市区至宝华千华古村直通车，每
天安排 7 辆大客车运行，大大方
便了游客出行。

5月1日，镇江公交公司开通
了 4 班市区至宝华山旅游直通
车，途经江大、江科大等站，每班
车可坐45人，全部爆满。

假期前，市区投放了 6500辆
哈罗共享单车，为游客出行打通
了“最后一公里”。

旅游市场
文明、安全、有序

节前，市旅游委围绕旅游
场所消防，涉旅企业交通、餐
饮、特种设施等安全，加强检查
督查，并会同市公安局、交通运
输局在金山景区开展旅游包车
专项整治行动；各辖市区旅游
部门，各涉旅企业认真落实安
全监管责任和主体责任，抓好
安全检查、问题整改和值班巡
查等工作。

节日期间，市旅游委严格落
实24小时双值班制度，值班领导
和值班人员在岗在位，及时处理
各类咨询、投诉等情况，3天共受
理3起旅游投诉；金山、宝华山千
华古村等景区还开展“文明旅游
从我做起”活动。身穿红马甲头
戴红帽子的旅游志愿者成为西
津渡景区靓丽风景，每天有20多
名大学生为外国游客进行双语
讲解。3 天假期中，我市没有发
生一起旅游事故，旅游市场安全
有序。 （朱秋霞 秦臻）

京江晚报讯 4 月 30 日，
“欢庆五一 缘在镇江”2018 镇
江文旅汉文化主题活动在南山
北广场盛大开幕，来自全国各
地的汉文化爱好者参加演出。

台上，身着汉服的姑娘们
在清新悠扬的古琴声中翩翩起
舞。随着锣鼓伴奏，集体武术
舞出了民族精神。此外，汉服
走秀、集体古筝、二胡表演、古
风歌曲、太极表演等也展现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游客互动体验区，大家身
着汉服席地而坐，体验花道、香
道、茶道，手工香囊制作、发簪
制作、象棋博弈、飞花令互动、
投壶游戏、同袍合影等。

主办方表示，作为镇江第
一次大型汉文化传承活动，希

望在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的同时，吸引更多的外地游客
前来镇江。

如果说由文旅集团主办的
汉文化主题活动是演绎出了传
统文化之美的话，那么 5月 1日
在南山举办的百人户外瑜伽表
演，展示的则是人与自然的和
谐。

5月 1日上午，近百位瑜伽
爱好者齐聚南山文苑，在悠扬
的音乐声，他们时而凝神定气，
时而舒展身姿，时而闭目养神。

南山素有“城市山林”、“森
林氧吧”的美誉，犹如天然瑜伽
道场。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
瑜伽爱好者们在一呼一吸中，
身心都进入到平静祥和的状
态。 （朱秋霞 杨越 刘林琳）

京江晚报讯 昨天，记者从
市运管部门了解到，今年“五一”
小长假全市公路客运（不含城乡
班线）共发送旅客约 13.5 万人
次，虽然较去年有所下降，但总
体依然繁忙。旅游包车客运发
送量达 1.5 万人次，较去年上涨
25.1%。小长假期间，全市公路
客运未发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和服务质量投诉，较好地完成了

公路运输生产各项任务。
由于各种运输方式竞争和私

家车、网约拼车影响，加上高速公
路免收七座以下小客车通行费，今
年我市“五一”小长假公路客运量
呈下降趋势。客流主要为探亲流、
旅游流和学生流，共加班约300趟
次。加班方向主要以省内扬州、南
京、淮安、盐城为主，客流目的地也
以加班方向及镇江往返丹阳、句

容、扬中三个辖市为主。
为满足我市高校学生出行，

小长假期间我市继续开通涉及
江苏大学、江苏科技大学、镇江
高专等往省内南通、盐城、泰州
等地的近20条线路，累计发运26
班次，发送学生约1300人次。

小长假期间，镇扬过渡区间
车发运量达 1.5 万人次，较平时
客流翻了一番。 （徐成 沈湘伟)

京江晚报讯 昨天是小长
假的最后一天。记者走访市场
了解到，全市消费市场又迎新
一轮消费潮。百货商场和购物
广场纷纷在小长假期间推出促
销，特别是互动感十足的体验
活动，成为吸引消费者的法宝。

在这个传统销售旺季，商
家开足火力吸引市民“买买
买”。多家商场“五一”的优惠
力度再次创出年内节日促销的
新高。购物街的店铺和商场柜
台中，人气最旺的还属夏季服
饰。不少人开始用轻薄的春夏
装更替衣柜内厚重的秋冬装。
市民刘女士正在选购连衣裙，
她告诉记者，“本来想买春装
的，但这几天天气不错，准备直
接买了夏装就换上了。”

今年不少商场的“五一”销
售商品促销几乎涵盖全品类，
以往比较“冷门”的家居饰品、

床上用品等也都加入。大市口
一家商场某家居用品品牌店长
傅女士介绍，春款被套、床单等
四件套已进入打折季，不少低
至三到五折，刚刚上市的夏款
也有很多人来咨询。

五月是传统结婚季，黄金
珠宝也开启了一年的消费高
峰。珠宝品牌纷纷在“五一”档
期推出新品。除了人气较旺的
黄金饰品，新人们最关注的镶
嵌类珠宝也开启折扣风暴。

不少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
依然用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吸
引消费者走进线下。业内人士
表示，4月的清明小长假和 5月
的五一小长假虽没有过去 7 天
的黄金周消费势头凶猛，但两
个小长假接踵而至，并没有稀
释消费者的购买力，反而让消
费者有更多时间走出家门。

（俞佳融）

小长假，12家纳入统计景区
共接待游客73.1万人次

根据江苏省委、省政府
安排，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
督察组已进驻镇江市，对镇
江市环境保护工作开展督
察。督察时间为4月24日－
5月23日，现设立举报专用联
系电话：0511—84408781，举
报专用邮政信箱：镇江市 37
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
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30－20:
00，来信受理在督察组撤离

后延续一周时间。根据省委
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职责，
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
受理镇江市环境保护方面的
来信来电举报。其他不属于
受理范围的信访问题，将按
规定由被督察地区、单位和
有关部门处理。

江苏省第三环境保护督察组
2018年4月24日

关于对镇江市开展
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公告

汉文化爱好者演绎传统文化之美
百人瑜伽表演展示人与自然和谐

“五一”商场活动多
互动体验吸引客流

小长假公路客运繁忙 发送旅客13.5万人次

徐成徐成 沈湘伟沈湘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