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火车 以蒸汽机车为动力
的火车。蒸汽机车自1814年诞生的
两个世纪以来，铁道牵引机车不断更
新换代，实现了蒸汽机车——内燃机
车——电力机车的飞速跨越。我国
素有“万国蒸汽机车博物馆”之称，但
随着蒸汽机车的淘汰，世界上越来越
难以看到真实的蒸汽机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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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苏东海）昨（27）日，广
元天之蓝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在东坝文
化路利州区二宿舍旁举行盛大的开业仪
式，为广元的旅行社行业注入了新鲜血
液，增添了新的活力。

据该社总经理张汶英介绍，该社前
身是广元春秋国际旅行社的门市部，从
事旅游行业多年，拥有专业的服务团
队。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该社以服务
质量迎得了广大市民的信赖，并取得了
可喜可贺的成绩。

张汶英说，在今后的工作中，该社将
秉承高端品质、高端服务、高端享受的服
务理念，诚信经营，用心为广大新老客户

在自驾游、拓展运动、夏令营、个人及团
队考察、疗养、培训、会议、代订酒店、机
票、船票及景区门票等方面服好务，力争
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该社打造成为广元知
名的旅行社。

据悉，为感谢新老顾客的厚爱，该社
在成立之际，将开展为期三天的免费抽
大奖活动，奖项设有特奖：香港澳门双飞
5 日游 2 名；一等奖：北京双飞 6 日游 5
名；二等奖：九寨黄龙 4日游 10名；三等
奖：旅游纪念品若干。4月4、5日将以成
本价组织寻龙山自驾二日游活动，并针
对不同群体推出各种优惠的低价特色线
路。

广元旅行社又添新成员

本报讯（记者 苏东海）昨日，记者从
广元市利州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获悉，
该酒店创建旅游标准化示范企业工作结
束，准备迎接四川省旅游标准化管理领
导小组的检查验收。

利州大酒店董事长何福元告诉记
者，去年初，利州大酒店被定为游标准化
创建示范企业。自接到创建任务后，该
酒店积极投入到创标工作中，立即成立
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创标领导小组，将创
标工作分解到各个部门。首先参照国家
法规和部门要求，按照建立旅游服务管理
标准体系和旅游标准化试点企业评估表
内容要求，制定企业各项标准、规范和要

求，让每个员工都知道各自的工作、服务
标准是什么，对照标准履行自己的服务，
检查自己的服务行为，并组织酒店各部门
对创建的标准进行认真的学习，付诸实
践。通过学习、实践和开展劳动技能比
赛，从而让每个员工牢记各项标准。

何福元表示，该酒店通过创建旅游
标准化企业，使酒店的管理上了一个新
的台阶，酒店的服务更规范化、人性化，
得到了入住客人的一致好评。在今后的
工作中，该酒店将坚持不懈的按照创建
的各项管理制度、服务标准进行管理和
服务，让客人在酒店吃的放心、玩的开
心、住的舒心。

利州大酒店创标结束迎省检

记者 苏东海

清明节是祭奠先人、缅怀
逝者的节日，是我们中华民族
的习俗。按照风俗，人们会上
坟烧纸、烧冥物、燃放鞭炮，祭
奠逝去的亲人，表达思念之
情。这种方式既污染环境，又
容易引发火灾，隐患很多。

22 日，全市清明节群众祭
祀活动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
民政、林业、消防、公安、交通、
工商、发改、城管、国土等部门
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议要
求，要认真落实惠民殡葬政策，
深入开展行风建设活动，积极
倡导生态文明殡葬，努力实现
文明祭扫、平安清明，不断推动
殡葬改革的健康发展。大力弘
扬先进的殡葬文化，树立移风
易俗新风尚。

本报讯（谢歉 记者 刘怀英 文/图）3
月 20 日至 23 日，来自英国、德国、法国、
罗马尼亚、奥地利五个国家的 13名小火
车爱好者兼摄影爱好者组团来到利州区
荣山镇，一睹荣山蒸汽小火车的风采。
这是荣山蒸汽小火车迎来的首个欧美旅
游团队。

存世很少
欧美游客相约看蒸汽小火车

“随着窄轨蒸汽机在全球的日益减
少，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活化石’，参
观窄轨蒸汽小火车逐渐成为中外游人怀
旧猎奇、传统体验、休闲娱乐的特色旅游
项目。乐山犍为‘嘉阳小火车’2010年作
为旅游小火车投入运营后，截至去年，游
客人数突破 15万人次，在黄金周最高峰
每天载客 4000 余人，车票年收入近 600
万元，拉动内需近5000万元。”采访中，市
旅游局副局长郑娟告诉记者。

荣山煤矿窄轨小火车位于荣山镇，
距广元市区 22 公里，紧邻国道 108 线、
212线和成普铁路。1958年，从哈尔滨购
置 2 台大蒸汽机车，4 台小蒸汽机车，现
能使用的还有一台大蒸汽机车、3台小蒸
汽机车。轨道线两条，一号轨道线连接
着荣山场镇至喻家碥，长 6公里，运行时
间 25 到 30 分钟，承担着生产任务，同时
还担负着员工出入、原材料设备进出、煤
炭运输。二号轨线从龙洞碥大桥到鱼洞
河，全长 3公里，运行时间 13到 15分钟。
因长期未投入使用，局部需恢复功能。

合力攻坚
蒸汽小火车成我市旅游又一亮点

窄轨蒸汽机小火车四川除了乐山，
目前仍在投入使用的只有广元。而且，
鱼洞河山水秀丽，风光独特，更具吸引

力。
“首批到访的欧美游客是从网贴中

发现广元小火车的，去年就在旅行社报
了团，因旅游条件尚不成熟，只好一再挪
期。市旅游局瞄准这一市场需求，去年
11月，我局汇同利州区政府、广旺集团、
四川荣山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荣山镇政
府等相关负责人就开发荣山小火车工业
旅游项目到荣山煤矿现场勘查，论证开
发荣山小火车旅游线路、运营等，通过一
个多月的努力，最终达成一致意见。并
成立由市旅游局、利州区政府、荣山煤业
集团公司负责人组成荣煤蒸汽小火车旅

游接待领导小组。再通过一个多月的打
造，从线路的规划到管理办法及导游词
的编写，从车箱的卫生到铁路沿线环境
的整治，从警示、温馨牌的设置到团队游
客的用餐地点……一个完整的旅游线路
呈现在大家面前。”郑娟说，如今已迎来
了荣山蒸汽小火车首个欧美旅游团队的
13名游客，行程为3晚4天。通过四天的
体验，游客们对蒸汽小火车这种特色旅
游项目非常满意，他们火车上、铁路沿
线、田间地头游玩、拍照，兴趣盎然。他
们不仅用镜头记录了广元的淳朴民风、
宣传了广元的优美风光，同时也拉动了

广元经济。

集群推介
通过招商引资恢复小火车二号轨线

一号线列车运行路线为：火车站（起
点）-张家池-打场坝-俞家香坊-陈家河-
岩窝子-下王家岭-扇子坝观景点（4公里
处）-后河岭-俞家扁（终点站），（全程6公
里，预计运行40分钟）。

对于二号线的开发，还是由市旅游
局牵头，利州区政府主导招商引资工作，
荣山煤业公司负责提供二号线旅游项目
的相关资料。二号线招商项目包含下井
体验内容，力争 2014 年 7 月前完成引资
建设开始营业。

“区上研究决定，今年投入5.6亿元，
启动鱼洞河水库建设，水库和小火车二
号线建成后，鱼洞河山水和历史遗迹将
很好的整合起来，形成独特的山水风
光。”荣山镇镇长梁启云表示，镇政府将
全力参与小火车旅游项目开发，同时进
一步扩大山葵种植面积，让“山中黄金”
变成游客的盘中美味。

随着窄轨蒸汽机在全球的日益减少，参观窄道蒸汽小火车逐渐成为中外游人怀旧猎奇、传统体验、休闲娱乐的特色旅游项目——

欧美游客相约广元
体验窄轨蒸汽小火车

推动绿色殡葬 树立文明祭祀新风

我们倡议全市人民：
一、转变观念，树立文明祭祀新

风。发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良
传统，树立科学的祭祀观，不搞攀比、
不讲排场、不摆阔气，做到理性祭奠、
节俭祭奠，以肃穆、环保、节约、安全
的文明方式缅怀逝者。

二、讲究环保，采取文明祭奠方
式。大力推行鲜花祭祀、植树祭祀、
网上祭祀、开家庭追思会等文明健康
安全的祭祖仪式，通过献一束花、敬
一杯酒、植一棵树，以及清扫墓碑、颂
读祭文等方式寄托哀思，提升传统节
日的现代意义。要树立文明、安全、
公德意识，突出生态、环保、低碳理

念，在祭祀过程中不带火源上山，不
焚烧纸钱香烛，不燃放烟花爆竹，不
破坏草地树木，不污染空气河流，严
防森林火灾和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
生，自觉维护环境的优美、整洁和安
全。

三、以身作则，带动社会文明祭
祀。广大党员、干部、共青团员要以
身作则，率先垂范，做告别陋习、文明
祭祀的先行者，以实际行动影响和带
动周边的群众，落实好全员森林消防
责任制。

四、遵守公德，崇尚尊老传统美
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对在世
老人要多关心、尽孝心，使他们老有

所养、老有所乐；对逝去先人，要从俭
办丧事，文明祭祀。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我做
起、从点滴做起，讲文明、树新风，争
当告别陋习的先行者、文明祭祀的带
头人，用文明行为扮靓文明城市、美
丽乡村，为广元优秀旅游城市、文明
城市、环保城市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广元市青龙山有限责任公司
广元市元坝区平乐寺极乐宝塔

服务中心
广元西禅寺
广元市雪峰公墓管理所

文明祭祀倡议书

记者 苏东海

由于政策影响，今年旅游行业的生
意十分清淡，各旅行社的业务量相比往
年下降许多，前景很不乐观。面对疲软
的旅游市场，旅行社业怎样才能破冰？
怎样才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外宣做地接 内宣谋组团
广元天马国际旅行社不等不靠，主

动出击，继元月与西安几家旅行社携手、
三月中旬又与湖北几家旅行社携手，努
力把外地的游客迎进广元，下旬再次携
手四川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来广元宣传，
意欲让游客互动，激活广元旅游市场。

四川百事通国际旅行社于 22 日来
到广元，在嘉陵广场举行了盛大的“旅
游大篷车，欢乐广元行”活动。在活动
中，市民们还欣赏到了精彩的文艺歌舞
表演，参与了互动游戏、有奖问答，20多
人得到了各景区赠送的门票大奖。

联合景区给优惠 低价刺激市民出游
在政策影响，旅游市场十分冷清的

情况下，宝中旅游广元分社千努力外
联，成功组织了汉中华阳二日自驾游活
动，参与的市民达128人。

为了激活广元旅游市场，宝中旅
游广元分社先后联系了多家景区，意
欲让景区给出优惠政策，共同让利于
市民。通过努力，该分社与陕西汉中
华阳景区达成共识，景区为该分社提
供了200张免费门票，供分社在广元市
场组织自驾游活动。在华阳景区的大
力支持下，该分社以 138 元的最低价
格，于 23、24 日成功组织了汉中华阳
二日自驾游活动。

该分社还得到了重庆武隆、九寨
沟、光雾山等景区的大力支持，将于清
明节期间组织重庆武隆自驾三日游；九
寨沟、青木川古镇自驾三日游；汉中、光
雾山自驾二日游活动，继续做激活旅游
市场的工作。

不等不靠 旅行社千方百计激活旅游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