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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部分小吃街产品特色不多、经营管理不严、品牌塑造不强

小吃街如何做大生意？
开业半年的兴隆美食购物街生意惨淡，大多数商家关门歇业，只有四五家商家还在勉强维持。
琼海粗粮街小吃闻名全省，吸引不少外地客人经常光顾；而不远的爱海夜市却十分冷清。
海口的骑楼小吃街生意很旺，每天的消费者达六七千人次，来自省外的消费者占45%左右。
此外，儋州、定安等地也在建设小吃街，打造属于自己的“城市名片”。
小吃街，不但是一张城市的“旅游名片”，同时也是这个城市美食文化的展现。除了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休闲之地，拉

动消费，也能解决当地就业，推广当地美食文化。
但是，我们的小吃街与北京后海小吃一条街、上海城隍庙美食街、西安回民小吃街、武汉户部巷等国内一些知名的

小吃街相比，无论是人气、效益还是名气等方面，均有很大的差距。
省内各地的小吃街，只有找准自身存在的问题，对症下药，才能越办越好，进而成为海南小吃文化及海南本土文化

品牌，推动我省旅游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 本报记者 符王润

外地客常来饱口福

进入傍晚之后，琼海嘉积镇粗粮街就拉
开了一天中最繁忙的序幕。在这条小街上，
分布着四五家经营粗粮小吃和甜品的店铺，
人们慕名至此，享受琼海闻名全省的粗粮小
吃。这些店铺通常到了半夜依然灯火通明，
客流不断。

6月25日下午6时许，记者在这条粗粮
街上看到，沿街的四五家粗粮店里坐满了消
费者，路边停着的车辆中，有好几辆都挂着

“琼A”的外地车牌。
“天气这么热，来这里吃碗清补凉最舒

服了。”海口的张先生每次来到琼海，必定会
到这条粗粮街吃上一碗清补凉或者粗粮小
吃，“琼海的清补凉很有名，每次有外地朋友
过来玩，我肯定会带他们来这里。”

一家粗粮店的服务员告诉记者，每到节
假日或者周末，都会有不少从海口以及周边
市县的客人到店里消费。

小吃街变“烧烤街”

位于粗粮街东南面几公里的爱海路上，
一条新打造起来的小吃夜市街，却在夜幕下
呈现出另一幕景象——相比起粗粮街，这里
冷清很多。在大约三四百米长的步行街上，
只有零星的两三辆小吃车和小商品摊在经
营，人流量非常少。

“这里只有遇到节假日或者有文艺演出
的时候才会热闹，平时几乎没什么人。”到此
散步的市民王振勇告诉记者，这条步行街今
年初就开放，但一直还没有太大起色。

“由于商户经营意识不强，造成整条街
上产品的同质化严重，一路过去这些小吃摊
位几乎都是卖烧烤的，这也无法吸引太多的
客人。”嘉积镇副镇长李熳分析道。

开业半年店铺寥寥

和琼海爱海夜市一样遭遇冷清尴尬的，
还有万宁兴隆的美食购物街。

为了挖掘万宁美食文化、丰富当地旅游
元素、拉动游客消费，2012年，兴隆美食购物
街动工开建。按照计划，这将是万宁首条集
聚兴隆特色的商业街，集餐饮、购物、服务、
娱乐、行政五大功能于一体。

这个占地约40亩的项目，第一期已于今
年春节前开业，但目前经营情况十分惨淡。
东山羊、兴隆咖啡、万宁山寮鸡……在能够
提供几十家店面的建筑里，只有区区四五家
店铺在艰难维持经营。而这些店铺内，看不
到客人。

“目前我们的招商情况也不是很理想，
由于刚开业，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所
以现在我们也对商户进行补贴，免去他们一
年的租金。”兴隆华侨旅游经济区相关负责
人李光荣介绍道。

“现在美食街也刚开业半年，客人还很
少。到这里消费的基本是一些周边的居民，
游客几乎没有。”一家经营兴隆咖啡的店主
告诉记者，目前，由于进驻美食街暂时无需
缴纳租金，所以还能勉强维持。

每日数千客人“抢座”

相比于琼海和万宁，海口的骑楼小吃街
则火爆很多。

6月21日中午饭点时分，夏日的阳光让
空气的热度持续上升。而在海口骑楼小吃
街里，热闹程度丝毫不比外面的热度逊色。
在点完餐后，人们要寻得一个空座位都得

“眼明脚快”。
“我们在这周围逛完街就过来吃小吃。”

在琼海工作的赵丽趁着周末和朋友一起到
海口来购物，而骑楼小吃街则是她和朋友们
逛完街后就餐的首选，“这里的东西价格不
贵，而且选择也很多。”

湖北游客陈先生面对眼花缭乱的小吃
品种想了半天，最后为家人点了几份海南
粉、一份椰丝糯米糕和几个定安粽子，“我听
说这里可以吃到很多正宗的海南小吃，所以
就来看一看，果然名不虚传。”

据统计，每天小吃街的消费者达六七千
人次，在节假日则达到万人以上，其中，来自
省外的消费者占45%左右。

业态基础——
粗粮街：20年积累好口碑
爱海夜市：还需慢慢攒人气

爱海路是琼海市的市政道路，为了提升当地失
地农民的收入，同时丰富市民和游客的夜生活，嘉积
镇政府于今年初将这条路打造成为了小吃夜市，在
晚上进行封路，让失地农民经营小吃和出售小商品。

但在经历了最初的一阵热闹期后，爱海夜市又陷
入了冷清。“首先，对本地市民来说，这条街还是个新鲜
事物，要让他们接受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也没有足
够的外地游客。而最重要的，是这里的业态还没有发
展起来。”李熳表示，最让政府头疼的，是业态的发展。

在李熳看来，要打造一条推广当地小吃的美食
街，粗粮街就有着很好的业态基础。

“这条街上的两三家老店从1990年代就开始经
营粗粮小吃了，经过近20多年的经营，已经建立起
了很好的口碑，不但本地市民喜欢到这里消费，很多
海口的客人都会开车来这里吃小吃。”李熳表示。

有专家认为，和琼海、万宁等地相比，海口骑楼小吃
街的成功，除了其本身优秀的经营理念外，身处省会城
市繁华地段，能给骑楼小吃街带来巨大的人流量，提供
良好的业态基础。

“虽然兴隆的游客量很大，但还是以团队为主。
首先团队的时间一般都安排得很紧，一天下来游客
基本没有多余的时间自己出去逛，其次，团队的用餐
往往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所以游客也很少自己出来
吃东西。”李光荣表示。

品牌效应——
兴隆美食街：没有大力宣传推广

海口骑楼小吃街：遍寻民间小吃师傅

“虽然我们的美食街已经开业了，但是由于项目
还没有彻底完工，加上附近的路桥还未畅通，所以客
源还很少。”谈及兴隆美食购物街的情况，李光荣如
是说。他表示，目前，由于没有大力地宣传推广，兴
隆美食购物街品牌的知名度并不高。

“品牌不响，客源少”，这种尴尬曾经深深地困扰
过海口骑楼小吃街。开业当初，到小吃街看热闹的
人比消费的多。在最困难的时候，小吃街每个月的
亏损达300多万元。

但坚持品牌之路不改初衷，让海口骑楼小吃街
最终走出了困境。

为了确保小吃街能够为客人呈现出最地道的海
南小吃，小吃街的管理方坚持从民间寻找小吃师
傅。在小吃街开业前，管理方兵分多路，深入全省
200多个乡镇，遍寻民间小吃制作高手。现在的小
吃街，90%的小吃师傅都是海南各地的农民。

要请到这些民间“高手”，除了有真心诚意外，还需
要有能够让其接受的经营模式。管理方明白，要让这
些农民拿出资金投资档口是不可能的，因此，“零铺租、
零水电费、合作分成”便应运而生。小吃街不但免去这
些农民的租金和水电费管理费，还为这些农民提供所
有生产所需的工具。这也就意味着这些农民只需带着
手艺，一分钱不用掏便能入驻小吃街当上档口小老板。

经营管理——
爱海夜市：商户“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海口骑楼小吃街：给“甜头”也给“苦头”

“我们为这些失地农民提供了60辆小吃推车和
100多个落地挂架，并免去租金，帮助他们进行经
营。”李熳告诉记者，为了营造氛围，嘉积镇节假日还
经常在这条街上组织各类文化汇演，试图拉动这里
的人气。

政府为失地农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扶持，但由于
缺乏良好的经营意识，这些农民依然处于“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的状态。

“政府提供了设备和免去租金，对这些失地农民
来说，经营也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很多农民的抗风
险能力十分弱，经营十分随性，比如知道今天有文艺
活动，就摆出来卖些小吃，明天没有就不摆了。如果
哪天进的货卖不出去，那么第二天很多人就会因为
客人少而选择不再进货不出来摆摊了。”李熳说。

因此，提升这些失地农民的经营意识也成为嘉
积镇考虑的重要方面，在今年4月份，嘉积镇还专门
在爱海夜市举办了为期一周的台湾美食节，让失地
农民观摩来自台湾的业者如何制作小吃及经营小吃
摊位。“但是由于时间太短，效果并不是太理想。”李
熳表示，政府还将不断为提升失地农民的经营意识
和手段而努力，并且考虑引入其他商家。

发展小吃街，调动商户的积极性固然重要，但对
他们的管理同样关键。

海口骑楼小吃街在给商户们提供各种创业优惠

的同时，这些档口小老板们也面临着十分严格的处
罚措施——对第一个出现质量问题的档口业主，罚
款5000元；对第二个出现问题的，罚款1万元；第三
个出现问题的，将被罚1.5万元；再有经营者犯错，
就要被罚2万元。通过如此严格的处罚制度，经营
者的管理和服务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政府服务——
粗粮街：政府投入200万元立面改造

海口骑楼小吃街：政府每年给数百万元

“现在政府打造粗粮小吃街后，感觉这里变化
很大，变得很有特色了。”琼海市民张燕是嘉积粗
粮小吃街的老顾客，在她眼里，与之前的普通街道
相比，现在的粗粮小吃街品位提升了很多，更具有
文化氛围，“以后带外地朋友来这里吃小吃更有面
子了。”张燕笑着说。

在粗粮小吃街具备良好业态的基础上，当地政
府因地制宜，对这条街的硬件设施和外观进行了改
造和提升，将其包装打造成为粗粮一条街，推广琼
海本地粗粮小吃，“我们投入了200万元对这条街
进行了立面改造，加入小品景观，装上特色牌匾，进
行了绿化。同时我们还拓宽了人行道，改善了排水
系统等。”

李熳介绍，在政府打造粗粮小吃街之后，看好这
里未来的发展前景，一些原本经营其他生意的店铺也
开始转向经营餐饮。原本只有两三家粗粮店的小街，
又增加了几间餐饮店，“打造粗粮小吃街，政府需要做
的只是做好相关的服务，其他的都不用太过操心。”

相比于其他市县的小吃街来说，海口骑楼小吃
街的投入也是十分巨大的。为了给小吃街提供优良
的投资环境，海口市政府在当好“保姆”这个角色方
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每年在税收和补贴资金方
面给小吃街支持几百万元，及时为小吃街解决各方
面的困难等等。

虽然不少小吃街运转面临困难，但无论是生意
火爆还是惨淡经营，它们都在不断努力，不断探索。

在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看来，小吃街
只是推广本地小吃的其中一种载体，还有很多根据
市场应运而生的模式，比如农家乐等。王健生认
为，这些载体能否营运成功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
让足够多的自由行游客多待一些时间，“你要让游
客在这里多待几个小时，那么他们自然会想到去寻
找本地特色的小吃。”

如何让游客多待几个小时？琼海和万宁已经
有了各自的计划。

琼海：丰富爱海夜市内容
“在爱海夜市附近的一个爱海步行商业街即将

开业，这将大大丰富这一区域的商业元素。有了购
物的带动，相信这一带的人流将会有所提升，从而
带动爱海小吃夜市的发展。”李熳表示，目前，嘉积
镇正准备对爱海小吃夜市的沿街进行立面改造，并
将引入更多的商家，丰富小吃街的内容，“我们前段
时间的工作也算是一个尝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
不断寻找问题并进行改进。”

对于嘉积镇爱海夜市所面临的问题，有专家
认为，政府提供硬件设备和免去租金的做法固然
是好，但也会让这些经营者因为没有成本压力而
失去经营热情。因此，除了对这些失地农民进行
培训外，若能够收取适当租金，也许能够给他们造
成一定的压力，从而推动他们自己有意识地提升
经营水平。

万宁：在美食街附近建游船码头
现在的兴隆，也在巩固原有团队游客的基础

上，为吸引更多的自由行散客而努力。“这个美食购
物街处于兴隆旅游区的中心位置，太阳河也就在附
近。今后，我们计划在太阳河打造一个游船码头，
游客可以在这里乘船游览太阳河。我们还将利用
附近的空地打造一些娱乐项目，丰富游客的游玩体
验。”指着美食购物街前方还未修好的马路，李光荣
介绍道，“以后，等这边的路桥都通了，这条路就能
直接连接到海榆东线，交通会更加方便。”

“等我们的项目全部完善后，我们将给游客提
供全方位的旅游体验。”李光荣表示，对于刚起步的
美食购物街来说，在成功之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这期间需要一个市场培育的过程。但我认为，随
着兴隆在旅游发展方面的不断改善，这里发展的前
景还是不错的。”对于这条美食购物街的未来，李光
荣抱有信心。

为了保证能够为游客提供最地道的当地小吃，
兴隆美食购物街也严把招商关，确保引入万宁地道
的美食，努力打造当地美食品牌。

（本报万城7月2日电）

上海云南南路美食街：
大企业握掌控权 规范管理

上海云南南路美食街上共有25家大
大小小的餐饮店，其中的14家由杏花楼
集团经营。这意味着，这家集团拥有对
这条美食街的掌控权，因此，也能更加方
便地协调和管理各个商家之间的关系，
避免同质化经营和恶性竞争的现象出
现。

成都锦里小吃街：
让小吃品种多样化

成都的锦里小吃街是很多外地游客
到成都的必访之地。为了让小吃街的小
吃更加迎合外地游客的口味，管理方首
先在小吃的口感和口味上进行了改良，
让小吃更具现代感，更加便于携带。同
时，管理方努力丰富了小吃的种类，并对
小吃街上相似小吃品种的比例进行了严
格控制，做到让小吃街上30多家的餐饮
店所经营的小吃品种各不相同。

广州北京路步行街：
高低档位店家共生共赢

广州北京路步行街位于广州市的中
心商圈，这条步行街上的餐饮除了低价
位的小吃摊位外，还有很多档次不同的
酒家。除了当地的粤式小吃和菜肴外，
在这里游客还可以品尝到川菜、湘菜甚
至是东南亚菜肴等美食，这也让喜欢不
同口味的游客能够在这里找到各自所
好。 （符王润辑）

打造小吃街
须因地制宜

如果要比拼综合性的美食街区，那么可
能海口是最有优势的。作为省会城市，海口
本身就是个商务旅游目的地。海口骑楼小吃
街有特色而且产品类型丰富多样，因此，无论
是当地市民还是外来的商旅人士，都能成为
海口骑楼小吃街的客源，这也是为什么在上
海、广州等其他大城市都有一条成功的美食
街区的原因。因此，海口以外的各个市县，如
何打造好各自推广美食的载体，因地制宜十
分重要。

——海南省旅游协会秘书长王健生

各地小吃街
几家欢喜几家愁
由于每个市县的情况不同，当地小吃街

面临的困境，经营的状况也不一样。而有些
同一个地方的不同小吃街，也会出现经营状
况“两重天”的景象。

火爆冷清 原因何在？
海口骑楼小吃街、琼海粗粮街为何火爆？兴隆美食购物街、琼海爱海夜市为何冷清？各地小吃街不同的业态基

础固然影响很大，但经营意识、管理水平、政府扶持等方面的因素显然更为重要。

探访
专家建议：

让游客多停留一会

他山之石

核
心
提
示
：

探索

探因

琼海
粗粮街

琼海
爱海夜市

兴隆
美食街

海口骑楼
小吃街

海口市民、游客在海口骑楼小吃街品尝海南风
味美食。 本报记者 宋国强 摄

万宁兴隆美食购物街规模宏大，但游客稀少。本报记者 张杰 摄 兴隆美食购物街不少商家关门歇业。
本报记者 张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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