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电 （钮约） 日前，
携程旅行网宣布正式推出海
外酒店预订新平台，为中国
旅行者提供全球 !"#个国家
和地区超过 $% 万家海外酒
店预订服务，成为国内可预
订酒店数量最多的在线旅行
服务公司。

携程海外酒店预订新平
台按照中国旅行者的需求和
预订习惯打造，拥有独特的本土化优势。携程海外酒店的
价格、点评和照片等信息均以中文呈现，按国人习惯和需
求陈列，操作简单、便捷。携程配备 $%%% 多名酒店预订
专家，提供每天$&小时的全天候服务，中国旅行者在全球任
何地方遇到问题，均可通过携程解决。此外，该平台还为中

国旅行者提供前台现付、预
付等多种支付方式。

携程海外酒店主要有三
个来源：与全球客房销量最
大的酒店预订平台 '(()*+,

系统直连带来的酒店；与万
豪、希尔顿、香格里拉等知
名国际酒店集团系统直连带
来的酒店；以及携程原有直
签的数万家海外合作酒店。

预订平台通过与众多海外预订渠道的系统直连，实时获得
酒店房态和价格信息，确保中国旅行者享受到海外酒店最
惠价格。携程 -./范敏表示，海外酒店新平台上线后，携
程海外酒店、机票和度假等优势资源更加丰富，将为中国
旅行者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海外出行服务。

携程可预订
全球20万家酒店

从地图上看，塞浦路斯如同一颗
璀璨耀眼的明珠，镶嵌在波光粼粼的
蓝色地中海东部，与希腊、土耳其隔
海相望，既是亚、非、欧三大洲的海上
交通要塞，亦是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
的交汇之地。塞浦路斯国家旅游局局
长阿寇雷斯欧伦帝斯 0月 $1日来华
访问时表示，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到塞置业、投资、留学和旅游。

据阿寇雷斯欧伦帝斯介绍，国土
面积 2#34平方公里的塞浦路斯是地
中海的第三大岛。迷人旖旎的风光、

热情奔放的民风及辉煌灿烂的文化，
使其享有着“地中海夏威夷”的美誉。

塞浦路斯的海滩多种多样，从僻
静的海湾、热闹的度假胜地，到沙滩、
岩石洞穴，每位游客都可以找到最适
合自己的去处。其北部和东部海滨沙
滩是地中海沿岸最干净最优美的沙
滩，是游泳和日光浴的好去处，同时
还可欣赏到奇异的鱼类。

走进塞浦路斯如同跨进了古希
腊的优美神话中，从“断臂美人”
维纳斯的故乡，到太阳神阿波罗的
神庙遗址，都令人恍若进入了整个
欧洲和中东的历史博物馆。建于拜

占庭初期的利马索尔城堡，其展出
的四世纪以来的陶器、钱币、珠宝
首饰、墓碑和雕像等古文物，让人
大饱眼福；希腊人在特洛伊战争后
建立的古城库里翁遗址上，矗立着
一座可容纳 53%%人的露天剧场，每
年夏天，仍然可以在这里欣赏到精
彩的希腊戏剧表演；被描绘为“森
林贵妇”的阿依纳帕修道院门前，
有一棵巨大的无花果树，枝繁叶茂，
据说已滋长出 1%%多圈缜密的年轮，
被认为是这个古老修道院忠诚的守

望者；在阿马萨斯考古遗迹，您能
尽情地想象这座古老城市繁华时的
壮丽景象……

长达 35" 公里的海岸线和一年
5$% 天以上的晴天，使塞浦路斯成
为名副其实的阳光之国。岛上的诱
人之处就在于夏季的晴朗、冬季的
温暖。得益于充足的日照，塞浦路
斯岛上生长着世界上最古老的葡萄
品种，葡萄酒甜味很浓，被比喻为
“美女的甜吻”。桃子、西瓜、杏仁
和葡萄汁做成的棒棒糖，再加上被
形象地喻为“贵妇人手指”的点心，
前往塞浦路斯的游客，很难能抵挡

住当地多种多样美食的诱惑。据
$%6$ 年 " 月所做的调查，游人在塞
浦路斯呆上 67天左右，体重便会增
加两公斤。

塞浦路斯有句俗话：“咖啡没
凉就离开是不礼貌的。”在这个小而
富裕的岛上，民风极为纯朴。塞浦
路斯人喜好交际，待人诚实宽厚，
不讲究繁文缛节。他们对游人尤其
热情，有时您在酒馆喝酒，旁边会
有一个陌生的塞浦路斯人为您付款，
然后笑笑挥手告别。

伴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塞浦路
斯的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在塞浦路
斯旅游，可以选择实惠便捷的市内
公交，也可以选择能承载 &8" 人的
出租车；可以体味乡村农舍的宁静
自然，也可以享受大都市豪华酒店
的奢华周到。塞浦路斯的卡尼卡公
司推出的豪华酒店，还是结婚和度
蜜月的热门之所。

中国是塞浦路斯在亚洲最大的
客源国之一。阿寇雷斯欧伦帝斯介绍
说，塞浦路斯前不久打出了“57 万欧
元买别墅送绿卡”的优惠政策，希望
以此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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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报道，河南省驻马店汝南县开发的“梁祝故

里”景区建设因资金链断裂半途而废，难以为继。

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是中国式纯真爱情的典

范，千百年来家喻户晓。#771年，汝南梁祝城被列为国家级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地政府立即着手建设“梁祝故

里”景区，占地 4777多亩，准备打造成传承东方爱情文化的

核心景区。

4777 余亩的景区称得上大手笔，这么大的一块地上

要建多少景观才不显空旷？才能彰显“东方爱情文化”？#

亿元投资恐怕是不够的。深圳商人抽回资金导致景区建设

“泡汤”，在我看来，这是明智的选择。平心而论，“梁祝

故里”称得上名副其实，因有“梁祝墓遗址”为证。如果

说“梁祝墓遗址”是真古迹，那么现建的景点无疑就是人

造景观，能吸引多少游客真的要打上大大的问号。所以投

资失败是件好事，趁现在损失不大早点收场，保护好“梁

祝墓遗址”这个真古董，4777亩土地还给农民吧。

“梁祝”景区泡汤给时下“名人故里”文化浇了一瓢

冷水。近年来，许多地方争抢名人故里几近疯狂，从文化

名人李白，到一代武将赵云；从先哲老子，到绝代美人貂

蝉，都成了争抢对象，连“女祸补天”之类的神话传说也

要去争“故乡源头”，甚至小说中塑造的臭名昭著的道德

叛逆西门庆、潘金莲也成香饽饽，山东某县投资数千万建

成人造景观“王婆茶坊”、“狮子楼旅游城”等招揽游客，

还上演什么“西门庆初会潘金莲”、“武大捉奸”等低俗

的所谓民间艺术，让人不堪。

不少地方认为，抢到了名人故里就有了永不衰竭的旅

游资源，这显然是误区。其实“名人故里”只是旅游或文

化的符号。争抢小说中虚构的所谓“名人故里”，再照葫

芦画瓢建几个人造景观，这

能算旅游资源吗？能吸引多

少游人呢？靠传说中的“名

人故里”这个空名赚不来多

少银子。但愿“梁祝”投资

失败能给“故里热”降降

温。

“梁祝”景区泡汤
能给“故里热”降温

尹卫国

旅游漫笔

旅游拉动台湾多产业发展

据国家旅游局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赴台旅游人数
22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3:，预计全年将有望突破 $77万
人次。大陆游客目前约占台湾入境游客总数的 57:，是台
湾第一大客源市场。大陆赴台旅游人数从 $770 年开放时
的 53 万人次增长至 $766 年的 613 万人次，年均增幅
1":，&年累计近 &"7万人次。

两岸旅游交流合作拉动了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
旅游已经成为两岸各行业交流合作中效果最显著的领头
羊。据统计，&年来，大陆游客在台直接消费 $7$$亿元新台
币，有效拉动了岛内交通、零售、餐饮业等关联产业的发展。
比如，台湾伴手礼———凤梨酥，其产值已经从 $77"年 $7亿
元新台币迅速增长到 $766年的 $37亿元新台币。两岸旅游
交流规模的扩大也带动了两岸航空业发展，从 $770年开通
初期的 60 班、65 个航点，已经增加至 $766 年每周的 330

班、37个航点。
根据台湾方面的规划，未来还将投入 $077亿元新台币

发展观光产业，民间投资旅游业的热潮持续加温。据悉，台
湾在大陆设厂生产制造游艇等旅游装备取得实质性进展，
企业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实现了两岸在该领
域研发设计、市场需求方面的优势互补。

针对不同地域推出不同线路

面对越来越多大陆游客的到访，台湾如何保持
对大陆游客的吸引力，成为未来台湾旅游持续发展
的关键问题。除了大陆游客熟悉的阿里山、日月
潭、太鲁阁、台北故宫、676 大厦等知名景点外，
台湾正在针对大陆游客开发一些主题深度游，包括
台湾四大节庆游（元宵节、美食节、温泉美食嘉年
华和自行车节）、离岛 （金门、妈祖、澎湖） 风光
游、十大观光小城游等，以改变大陆旅行团单一的
0天走马观花式的环岛旅游产品。

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北京办事处主任杨
瑞宗告诉记者，根据大陆各省区市在地理环境、人
文风情、与台湾关系、游客偏好等存在的差别，台

旅会正在面向不同省区市推出不同的线路。例如，广州和
外国接触较早，居民生活水平较高，崇尚流行并喜好美
食，因此对广州人推荐美食游、夜市游和台北、高雄都会
时尚游。成都地处内陆，少数民族较多，又有三星堆古文
化，因此向成都人推荐花东太平洋深度之旅和原乡部落之
旅。南京与台湾关系密切，居民崇尚休闲，因此向他们推
荐两蒋在台足迹探访之旅，以及深坑老街和木栅休闲之
旅。福州与台湾具有密切的地缘关系，福建地区居民已多
次赴金门骑自行车，因此推荐离岛风情之旅和自行车巡游
之旅。还有针对天津推出的妈祖宗教文化之旅、“一府、
二鹿、三艋舺”文化之旅；针对济南推出的台北台南孔庙
之旅；针对西安推出的宗教文化之旅；针对南昌推出的茶

叶蛋之旅等。
同时，随着个人游数量的不断增加，台湾推出

了名为“台湾好行”的景点接驳服务，从各大景点
附近的台铁、高铁站接送游客前往景点，每隔半小
时或一小时发车。游客可以在接驳站购买车票和景
点门票的套票，比单独买门票要便宜。目前，全台
湾已推出 2条路线，还有 5条在规划中，覆盖全台
所有主要景区。

让苏花公路成为安全公路

对于大陆媒体近期批评较多的台湾旅游质量、
意外事故等问题，杨瑞宗坦言：台旅会坚持旅游质
量管控，实施入境前行程审查、行程进行中进行稽
查、事后查核旅客的反映，并对违规企业及导游人

员进行处罚，以维护旅游质量。目前，全台游览车共有
69& 万辆，大陆游客目前所使用游览车数量，仅约 6377

辆，故游览车的接待能量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无问题。
杨瑞宗强调说，大陆游客颇为关注的苏花公路及阿里

山公路正在成为一条更为安全的道路。公路管理单位已在
道路沿线增设道路实时影像系统、可变信息电子告示广告
牌、区域行动服务系统等设施，以便在道路发生灾害时，
在第一时间以简讯通知路人。并已在公路上设置临时避险
设施，增设避难平台，设置紧急电话供紧急求援。在公路
沿线增设抢灾进驻点，增加抢灾机具进驻点，设置管制哨
等保全机制，并会同水土保持管理单位、林务管理单位共
同制定大规模整治方案，以提高用路人安全。

台湾游
面向大陆各地推出不同线路

本报记者 赵 珊

塞浦路斯：

“阳光之岛”向中国游客招手
曹迪娟 章栋成 郑 娜 张 雪

大陆游客骑

车游台湾

台湾高山族儿童

欢迎大陆游客到访

塞浦路斯海滨风光

哥和姐不过是

个传说，至于

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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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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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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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丁

日前，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会长邵琪伟在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圆桌会上表示：

到 !"#$年%两岸双向旅游交流人数将达到 &'()万人次，届时大陆赴台旅游交流

人数可达 *))万人次左右，台湾同胞赴大陆旅游人数可达 $))万人次左右。

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对台湾的民航、铁路、公路、海上运输、宾馆饭店、

餐饮、景区等接待设施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对台湾旅游业来说，是挑战更是机遇。

上海科技大学（筹）是教育部新近批准筹建的一所由
上海市和中国科学院共建的研究型大学，位于上海浦东张
江高科技园区。学校下属的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计划招聘
多名青年学术带头人，从事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招聘领域主要集中在学院设置的五个大方向：蛋白
质科学与生物技术；系统生物学与转化医学；干细胞生
物学与再生医学；物理生物学与分子影像学；化学生物
学与创新药物研究。

学校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个人待遇和科研启动经费。
申请人应具有博士学位，取得过突出的学术业绩，

有在境外著名高校或研究机构 5年以上留学或工作经历
者优先考虑。

学校将邀请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在 6$ 月中旬到上海
参加面试。

请应聘者将个人简历、工作设想、近五年代表性学
术论文 （不超过三篇），以及三位推荐人的姓名及联系
方式，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AB?9ACD9B+。

邮寄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岳阳路 5!2号 $号楼 !73

房间

邮编：$7775!

上海科技大学（筹）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电话：E018#483&#7445"

传真：F018#483&#74#2#

上海科技大学（筹）网站：

?==GHIIJJJ9;?@+,?@*=AB?9ACD9B+

上海科技大学(筹)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诚聘青年英才
沈阳工业大学面向海内外诚聘高层次人才。
一、招聘岗位
4!“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特种电机与高压电器重点实验室”主任。5!

“沈阳工业大学热工测量研究中心”主任。&!新能源工
程学院院长。

二、招聘条件
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在本领域取得具有国际

水平的科研成果，被国内外同行公认有创新性成果或业
绩者。如：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2"5首席专家；符合国家“千人计
划”人才引进条件的海外学者。

三、相关待遇
4!国家稀土永磁电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教育

部特种电机与高压电器重点实验室主任和沈阳工业大学
热工测量研究中心主任的相关待遇：年薪不低于 37 万
元，科研启动基金不低于 377 万元，住房面积不低于
437 平方米，其它条件面议。#!新能源工程学院院长相
关待遇：年薪不低于 #7万元，科研启动基金不低于 37

万元，住房面积不低于 437平方米，其它条件面议。
四、应聘办法
应聘者请将详细个人简历发送至指定招聘电子邮箱。
地 址：辽宁省沈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辽西路

!!!号 邮政编码：!!"#$"

联 系 人：戴晓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00,12.345!%*67/8

学校主页：944+:;;<<<6.346,=3670

沈阳工业大学诚聘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