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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美食成吸客利器

对不少人来说，认识一座城市从
这个城市的美食开始。在海口工作
的姜雨薇对此深有体会：“每当有亲
朋好友前来海南游玩，总是让我推荐
本地最有特色的美食，有哪些值得一
去的餐馆。”在她看来，除了观光游
玩，人们更想满足味觉对于这个世界
的好奇，探寻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
道。

得益于游客数量的不断增长和
旅游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海南本土
餐饮市场发展可谓蒸蒸日上，日趋
壮大，大小餐饮店越来越多地打出

“琼菜”招牌。纵观海南本土餐饮市
场，琼菜王、龙泉、假日一品、新海
府、厨房好味……越来越多的餐饮企
业和品牌依靠本土美食，全力以赴
传播海南味道。记者注意到，在三
亚，港门粉、抱罗粉等海南本地小吃
有了装修时尚的门店，吃客络绎不
绝。在琼海，杂粮一条街人气火爆，
春节黄金周期间游客甚至需要排队
等桌，只为吃上一份清补凉或者高
粱卷。在我省高端酒店、各大景区，
长桌宴、簸箕餐等本土美食也成为
引客利器。

省烹饪协会会长、海南三厨新海

府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胜也

感受到了市场的火爆：“今年春节黄金

周，新海府的客流量和收入同比增长

超过20%，外地游客占比超过60%。”

短途游收客火爆

“春节后短途游、周边游市场异
常火爆，我们琼中、屯昌、琼海、文昌
等地的线路收客都超过1万人。”海
南旅品惠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惟惟最近十分忙碌，“像打仗一
样，旅游车都很紧张”。在他看来，越
来越多的游客并不愿意集中在假期
扎堆出游，而是错峰出游，避开出游
高峰期，享受更好的旅游体验。“这几
个周末，特别是‘三八’妇女节前后，

参加短途游的客人非常多。”张惟惟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同样收客火爆的，还有海南惠众旅
游。近期，该公司推出的涵盖七仙岭野
菜采摘、亲子妑雅寻踪活动、尊享养生
太极教学、雨林瑜伽等活动的“七仙岭2
天1晚亲子游”、可以体验梦幻潜海乐
园、海豚戏水乐园、双人珊瑚水族秘境
等项目的“三亚海洋探索世界2天1晚
游”很受游客欢迎，周末常常爆满。

记者了解到，我省短途游、周边游
基本以岛内游客和候鸟群体为主，人
们大都从网上、门店或者游玩群报名
预订产品，或者是根据亲朋好友的口
碑推荐，几人组团游玩。

主题化产品受青睐

3月3日，随着音乐的节奏，几十
位衣着统一的阿姨在呀诺达雨林文化
旅游区哇哎噜玻璃观景平台上跳着整
齐划一的广场舞，引得一旁的游客纷
纷点赞拍照。“平时都是在小区或者路
边跳广场舞，这次我们把广场舞跳到
了这么美的地方，不仅开心，还很骄

傲！”张阿姨是广场舞爱好者，也非常
喜欢到处游玩，之前就曾和姐妹们一
起组团在万宁日月湾的沙滩上跳广场
舞，不亦乐乎。

“游客不仅能够两天一晚深度玩
呀诺达，还能跳上一场广场舞，不同
于一般的旅游体验，对于他们来说非
常开心。”张惟惟说，类似的主题化
产品满足了游客的个性化、定制化需
求，很受欢迎。如今，越来越多的同
学聚会也选择组团参加一场旅游活
动，例如在琼海龙寿洋花海，导游就
变成了跟拍摄影师，为游客拍下一个
个欢乐瞬间。

海南惠众旅游副总经理吴晖告
诉记者，公司会定期推出新产品供游
客选择，3-6月是海南水果采摘季，
也是我省周边自驾游的高峰，该公司
将会提供2天和1天的周边游产品在
平台售卖。“铺前大桥即将开通，不仅
能为游客节省时间，也增加了线路看
点，这对文昌旅游来说是个利好消
息，我们将会和文昌的酒店景区深入
合作，推出优质的旅游线路及产品。”
吴晖透露。

据新华社消息，2019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3
月10日闭幕。在本届交易会上，参展商和行业
专家聚焦过度旅游、旅游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以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医疗旅游、邮轮游等行业
趋势。

2018年全世界跨境旅游共计14亿人次，比
上一年增长5.5%，创历史最高纪录。随着跨境旅
游人数逐年攀升，过度旅游日益成为困扰旅游业
界的问题。

过度旅游是指某一个热门旅游目的地或景
点接待游客数量过多，导致当地环境、历史遗迹
遭破坏以及居民生活质量下降。

在与本届旅游交易会同时举行的论坛上，德
国旅游咨询公司IPK国际发布了有关过度旅游
的问卷调查报告。

针对IPK国际提出的问题“是否觉得上次出
行的目的地太过拥挤？”全球28%的受访者给出
肯定的答案。其中12%的游客认为景点拥挤破
坏了假日体验，因而不会再故地重游。年轻人对
过度旅游尤其敏感，34岁以下的受访者中认为自
己受到景点拥挤影响的占17%，在55岁以上年
龄段游客中抱怨景点拥挤的占5%。

与会者讨论的过度旅游应对措施包括，通
过数字技术和智能手机疏导客流、提高景点门
票价格、开发二三线景点等。而提高价格门槛
已经成为趋势。据悉，意大利威尼斯将于5月起
收取3欧元进城费，卢旺达参观濒危物种山地大
猩猩一小时门票涨至1300欧元（约合9800元人
民币）。

去年全世界跨境旅游共计14亿人次

过度旅游困扰旅游业界

据《陕西日报》报道，日前，西安市鄠邑区市

场监管局正式向云台山农民专业合作社颁发营

业执照。自此，西安市首个含民宿经营的专业合

作社成立。

云台山农民专业合作社位于西安市鄠邑区

石井镇下庄社区直峪口自然村，背靠秦岭，紧邻

环山旅游路，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旅游资源。该

合作社以村民为投资主体，充分利用集体和农民

闲置房屋，特别是村内一批具有20世纪六七十

年代农村特色风貌的老式房屋，乡村韵味浓厚。

目前，该合作社已吸纳21户村民入股，正常经

营逐步规范后，还将继续吸纳更多有意愿有条件的

村民加入，预计每户每年将增收1万元以上。

西安颁发首张民宿
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甘肃省博物馆
“拍照识文物”系统启用

深挖文化内涵 打造琼菜品牌

美食IP为旅游增添舌尖诱惑
■ 本报记者 赵优

我省短途游周边游热度不断提升

主题体验旅游受热捧

吃一顿海鲜大餐、打卡海南“四大名菜”、寻觅
一款特色小吃……对于许多游客来说，在海南休
闲度假游玩，除了欣赏风景之外，更乐意享受美
食、体验文化。近年来，对海南本土餐饮文化的挖
掘也让琼菜愈发具有强大生命力，使得游客在品
味“舌尖上的海南”的同时，感受到海南文化的本
真。以“海南厨房”为代表，我省在旅游营销推介
中也频频打造美食形象IP，着力为海南旅游增添
舌尖诱惑。

伴随着旅游经济的高速增长，旅游餐饮发展
前景喜人。如何更好地打响海南美食文化品牌？
如何让海南美食成为国内外游客消费新亮点？
这或许是我省本土餐饮业未来发展的着眼点。

聚焦单品塑造美食品牌

打造品牌是本土餐饮提质升级

的必由之路。在无鸡不成宴的海南，

海南鸡饭是海南人挥之不去的乡土

记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象征。

为挖掘打造海南鸡饭品牌，今年

1月，中国（海口）海南鸡饭创新发展

论坛及海南鸡饭主题品鉴会在海口

举行，讲述海南鸡饭历史文化和传承

故事，推动海南鸡饭的传承与创新发

展，提升“海南鸡饭”品牌影响力，将

海南鸡饭这道别具一格的特色饮食

继续发扬光大。

如今，提出打造海南鸡饭品牌

的“天赐良鸡”出现在各大商圈，以

白切、盐焗、脆皮等多样做法受到

食客欢迎。新海府粥城改名为新

海府和乐蟹粥城，使得其自身定位

更加清晰。在业内人士看来，聚焦

某一个美食品类或许更容易打造

品牌。

“东山羊、嘉积鸭、临高乳猪都

是当地不可替代的美食名片，可以

聚焦这一品类，通过食材、技艺、环

境、文化等方面全力打造品牌，把一

件事做到极致，让其成为像‘到北

京必吃烤鸭’一样的招牌。与此同

时，小吃也可以围绕椰子大做文章，

深入挖掘。”陈建胜为本土美食的发

展提出建议。

提炼文化内涵讲好美食故事

新海府的和乐蟹粥，以海南“四大

名菜”之一和乐蟹为原料，在20年间卖

出1000万锅粥，除了不断提升制作技

艺外，也在着力深挖文化内涵打造美食

品牌。

在母亲节推出幸福暖心粥、在父亲

节推出吉祥爱心粥、在重阳节推出九九

孝心粥、在腊八节推出甜蜜贴心粥……

近年来，依靠节日节庆，新海府把粥打

造成为有爱有情的家庭聚餐一道美

食。而对于外地游客来说，享受美食的

仪式感更能让人口耳相传。锣鼓响亮，

轿子喜庆，硕大金黄的煎堆在吆喝声中

被抬上餐桌，木槌敲开的，则是对于团

圆美满、黄金满屋的美好寓意。这时

候，游客们总会用手机录下这热闹喜庆

的一幕，这也会成为他们在海南的一个

美好记忆。

近年来，我省旅游营销也不断打

出美食牌，全方位打造海南旅游新名

片。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举行的旅

游展上，我省打造“海南厨房”，供当地

参展嘉宾品尝和购买海南旅游美食，

广受好评和热捧。“美食是一种文化。

不同于其他冰冷的传播方式，‘海南厨

房’的创意非常棒，有味道、有温度。

以美食为媒，展示出海南优质丰富的

海南旅游内涵。”参加中国国际旅游交

易会的浙江省台州市旅游局局长管秉

阳品尝过白莲鹅后赞不绝口，现场购

买打包。

■ 本报记者 赵优

在呀诺达玻
璃观景平台上跳
一曲广场舞、在琼
海龙寿洋花海来
一次跟拍、在七仙
岭的雨林里做一
次瑜伽、在白沙的
茶园里亲手采一
捧茶……春节过
后，我省错峰游人
气不减，短途游、
周边游热度不断
提升，一些新路线
新产品收客情况
火爆。海南日报
记者注意到，岛内
短途游、周边游愈
发重视主题化、品
质化的旅游体验，
因而备受游客青
睐。

一家人到琼海北仍村游玩，其乐融融。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东方四更烤乳猪。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万宁美食和乐蟹。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海杂粮小吃。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南鸡饭烹饪大赛上展示的鸡肉。
（李子兄弟供图）

据《中国文化报》报道，甘肃省博物馆“拍照
识文物”系统目前正式投入使用。该系统覆盖了
甘肃省博物馆“甘肃丝绸之路”“甘肃彩陶”“甘肃
佛教艺术”“甘肃古生物化石”四大基本陈列展，
涉及文物867件(组)。

据了解，参观者只需扫描展厅门口的二维
码，或者在微信搜索并关注公众号“甘博快讯”
后，使用“拍照识文物”小程序拍摄自己想要了解
的文物，相关文物的图片、文字、音频等资料就会
立刻显示在参观者的手机上，具体内容包括文物
的出土经过、造型特征、历史意义、美学价值等，
其中有的文物还可以进行3D展示。

为了让参观者能够更好地观看展览、欣赏文
物、了解历史，近年来，甘肃省博物馆积极探索智
慧博物馆建设。甘肃省博物馆副馆长班睿介绍，
除了“拍照识文物”外，博物馆还实现了3D模型
线上查看、全馆陈列导览建设等。今后，该馆还
会逐步将AR互动技术引入展览，进一步“活态”
呈现文物，让观众在用手机摄像头识别文物时，
拥有更好的观展体验。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随着人们对物质与
精神的追求提升，以及对邮轮旅游休闲文化的理
解加深，全球邮轮运营市场持续扩张，主要邮轮
运营商经营业绩再创新高。嘉年华、皇家加勒
比、诺唯真等三大邮轮集团业务全面增长，净利
润率超15%，净利润增长超11%。

嘉年华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分别
为188.8亿美元和31.5亿美元，与上年相比分别
增长7.89%和13.72%，净利润率为16.7%；皇家
加勒比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为94.9亿美元，同
比增长8.09%，净利润为18.1亿美元，同比增长
11.04%，净利润率为 19.1%；诺唯真邮轮集团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60.6亿美元，净利润9.5亿
美元，净利润率为15.7%,其中营业收入增长率为
12.22%，净利润增长率为26.67%。

（李辑）

全球邮轮三巨头
业绩高速增长

旅讯

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