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管理提升三亚旅游效益

走进 “一馨甜
品” 品尝地道的海
南清补凉， 来自成
都的游客邓先生再
次将目光注意到了
墙上 “价格守信商
家”的标志。

经过 7 年扎实
有效的工作， 三亚
全国旅游标准化试
点城市建设项目日
前通过省旅游委考
核组验收。 通过一
个个标准化项目的
实践， 三亚旅游管
理服务、 旅游市场
秩序明显提升 ，游
客总体满意度稳步
提高。

客人来到饭店，点菜罢，透过
电视看节目，这是国内诸多饭店内
常见的一幕，但在三亚市益龙海景
渔村饭店内，透过电视却可以看到
饭菜加工的直播。

4 月 16 日下午， 笔者来到该
店，随意进入了一间包厢，打开电
视后， 用遥控切换至第 15 频道，9
个监控画面便引入眼帘， 海鲜池、
炒菜区、蒸菜区等均有呈现，其中
热菜的几个加工区均有两到三个
摄像头通过不同角度进行实施拍
摄。

让海鲜进入厨房，是海鲜加工
的第一步。 下午 5 时，快到晚饭时
分，笔者从监控中看到，一位客人
挑选了石斑鱼、螃蟹等鲜货，服务
员通过数道工序才将其放至秤上
称量。“我们只卖海鲜，不买海水”，
这是益龙海景渔村的口号， 单从
“电视直播”看来，该店确实做到了
货真价实。

随后海鲜进入厨房， 海胆、鱼
类、贝壳等等依照客人不同的需求
分流进入不同的区域， 或蒸或炒。
这一系列过程通过视频均能看到，
甚至有几位厨师参与加工也能透
过视频数出来，海鲜加工流程就像
流水线作业一般井然有序地运行，
同时也生动地呈现在消费者眼里。

上世纪 20 年代， 美国福特汽
车公司在全球率先使用流水线作
业技术，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和零
部件精细度，使得福特品牌就此走
向世界。益龙海景渔村的透明厨房
让消费者看到流畅、清晰的加工环
境与过程，让诸多食客赞不绝口。

正在该店用餐的黄女士一家
来自湖南，她告诉笔者，这已经是
他们连续第二次来此消费了。 “不
仅仅是包厢，就算是坐在大厅内也
能看到厨房里，连他们用了哪些调
味料都知道。 ”黄女士指了指大厅
内的电视机，“大厨做饭也能现场
直播，之前也只是在电视节目上看

到过，看得出这家店的卫生与诚信
绝非浪得虚名。 ”

叶河清称，益龙海景渔村是我
省首个实施透明厨房的饭店，之后
该店还计划将厨房对外开放 ，届
时，食客、媒体等人均可进出厨房，
对厨房内的犄角旮旯等情况有个
全面的了解， 让他们看的安心，吃
得放心。 （净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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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哪里购物最放心？面对着曾
经的欺客宰客风波，三亚以“价格守
信商家”为抓手，开通旅游诚信管理
系统，将三亚各旅游企业信息自主网
上申报，及时掌握旅游信息动态；515
家价格守信商家公开承诺诚信经营，
杜绝欺客宰客； 三亚旅游协会成立
“诚信旅游与行业自律专业委员
会”，聘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获得者彭国兴为三亚 “价格守信
商家”体系形象代言人；开展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监督量化年度等级和动
态等级评定，制定了《三亚市食品安
全举报奖励办法》。

三亚市旅游协会秘书长谢祥项
表示，将努力建成基本涵盖吃住行游
购娱等领域的三亚“价格守信商家”
体系，引导游客前往价格守信的消费
场所放心消费， 基本杜绝 “欺客宰
客”现象；压缩“零负团费”的生存
空间，未来将从品牌化和市场化的方
向进行探索和创新。

作为一座专业化的国际旅游度
假城市，2007年至 2009年， 三亚市
开展了为期两年的旅游服务标准化
试点城市建设工作， 制定了包括餐
饮、住宿、交通、旅游、购物、娱乐、综
合等七大类 76项标准的旅游标准体
系框架和 30 多项地方旅游标准，并
通过了国家标准化委员会专家组的
评估。 2013年 3月，三亚市被国家旅
游局确立为全国旅游标准化试点建
设城市，重新编制了包括国家、行业、
地方等各类 119 项标准的地区旅游
标准体系表，形成了“政府推动、部
门联动、企业主动、社会互动”的标
准化运行模式，建立了涵盖“吃、住、
行、游、购、娱”六大要素的服务标准
化体系。

三亚市副市长许振凌表示，三亚
将以打造独具特色的旅游标准体系
突破“瓶颈”，不断完善城市功能，着
力提升城市与国际接轨的精细化、规
范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城乡一体化
建设，建设国际化精品城市。

“海鲜价格透明、还能在包厢实
时观看厨房里进行的烹制， 消费更
放心。 ”坐在益龙海鲜的包厢里，游
客陈琳笑着说。

面对曾经的 “海鲜风波”，三
亚苦练内功，多部门联动，全面推
进海鲜排档标准化管理，全市各海
鲜排档均施行电子点菜系统，政府
将对守法经营且实施电子点菜系
统的海鲜排档给予奖励；试行海鲜
信息手机短信、 微信咨询举报系
统，消费者只需通过手机短信将海
鲜编码发送至相应平台，即可获悉
所消费海鲜的情况；实行海鲜产品
明码标价、一物一价，推行海鲜产
品差价率管理，并对差价率进行了
合理调整；

针对游客数量的集中增长及
其对服务要求的提升，带来的输入
性压力与三亚有限满足形成的矛
盾，三亚不仅掏钱请游客、市民、社
会督察员“挑刺”，及时发现城市
管理和旅游服务中的问题，还主动
给自个“找茬”，开展领导干部民
生体验活动，梳理国庆和春节黄金
周的典型问题，条分缕析地层层落
实整改……

三亚市旅游委主任周春华认
为，在休闲度假游时代，三亚在旅游
营销、综合效益、市场管理、新业态
新产品等方面， 不断地寻求创新突
破， 满足不同消费层次游客的度假
需求，提升游客的度假舒适度。 让游
客开心而来， 满意而归是三亚旅游
的目标。

吃货
亲历以旅游标准化

打造国际化精品城市
以创新管理
解决典型问题

以信息服务
换游客笑脸

三亚

苦练内功不是闷着头弥补自身短
板，还需紧跟形势，实现灵活变通。 在
散客日渐成为主流， 智慧旅游方兴未
艾的大背景下， 三亚旅游开始变得更
智能、更贴心。

三亚市旅游委在全省率先开通首
个旅游淘宝官方旗舰店，从源头上挤压
不良商家的生存空间；同时，建立红、黑
名单等联合监管机制， 针对新《旅游
法》关于旅游电商经营许可的规定，把
无相应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许可的商
家拦在门外，致力于为游客“机票 +门
票”的新型旅行方式提供保障。

三亚还在全国率先发布舒适度体
系报告，让游客出行前就可知道景点、
天气等情况，合理规划自己的出游；同
时，随着“天涯通”三亚旅游公共信息
查询触摸屏、7 个游客到访服务驿站、
微信 3.0 版旅游官方网和旅游官方
APP手机客户端、三亚旅游官方微博、
微信等旅游信息化和公共服务体系建
设的不断完善，游客在游中、游后及线
上、线下，都可享受三亚的贴心关怀。

旅途中不顺心的事十有八九会发
生，“三亚创新性成立的旅游巡回法庭
和三亚市旅游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
为独立于争议双方的第三方，致力于为
有旅游消费纠纷的游客提供免费的法
律服务，维护游客的合法权益。 ”三亚
市旅游质监局局长张理勋说。

三亚一系列旅游管理组合拳的使
用，效果在数字中显现。旅游总收入占全
省旅游收入的 2/3强，全年接待游客量
突破 1200 万人次， 游客满意度达到
97.59%……一组组数字的背后，是一张
张游客的笑脸。 （肖皇）

看厨房做菜 吃放心海鲜
探访三亚益龙海景渔村的透明厨房

三亚凤凰岛边的邮轮。
A� Large� cruise� anchored� by� the� edge� of� Sanya� Phoenix� Island。

戴着玩偶面具的游客在海上畅游。
Tourists� wearing� doll� masks�
are� swimming� in� the�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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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三亚女子公开赛冠军南非球手李安 -佩斯在比赛中。 武威 刘壮 摄
The� champion� of� 2013� Sanya� Ladies� Open, � Lee-Anne� Pace� from� South�
Africa� is� in� a� race.

海上帆船。
The� sea� sai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