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的跨省跟团游订单量较8月20日增长323%

三亚跨省跟团游订单量较8月20日上涨 284%
海口跨省跟团游订单量较8月20日增长 240%

携程数据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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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抓住新机遇，满足市场需求

探索 推出新业态，线上线下发力

现状 客流量下滑，市场不断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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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安排专项资金
建设生猪防疫体系

本报那大9月7日电（记者林书喜 特约记
者李珂 通讯员韦雪梅）日前，儋州市从2021年度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中安排504万元，专项用
于全市生猪防疫体系建设和动物检疫申报点建
设，加快构建生猪现代化养殖体系，完善动物防疫
体系，推动形成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的生猪产业绿色循环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儋州市建设生猪防疫体系，包括病死猪无害
化收集体系和生猪防疫服务。病死猪无害化收集
体系建设内容为建设全市范围的收集中心1个、
年出栏1万头以上的生猪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收集
点20个以上，实施跨区域统一装运、集中处理，将
实现死亡生猪无害化处理率达100%，阻断疫情
传播途径，保护生态环境。

海南省供销社系统赴四川阿坝
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引进高山蔬菜
丰富海南“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傅人意 通讯员陈颖）近日，海
南省供销合作联社组织三亚、五指山、昌江、临高、
白沙等市县供销社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开展产销对接活动。

海南省供销社系统产销对接组在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海拔2000米至3000米不等的理县、红
原县、茂县等地考察了高山蔬菜生产情况。眼下，
正是当地高山蔬菜收获的季节，各个种植基地一
片忙碌，群众正忙着采摘蔬菜。

据了解，当地日照充足、水质良好、土壤肥沃，各
种蔬菜物美价廉。“我们种植的大白菜是绿色蔬菜，
地头价仅售0.36元/斤。”阿坝州生态农产品产销协
会会长刘志平说，近年来，阿坝州依托当地特殊的自
然条件，大力在海拔较高的镇村培育高山蔬菜产业，
将高山蔬菜变成带动农民致富的新兴产业。

刘志平说，将充分发挥协会作用，完成高山蔬
菜运销任务，积极服务海南“菜篮子”工程。

“我们将继续充分发挥三亚供销社系统资源
优势，大力引进阿坝州高山蔬菜，平价卖给市
民。”三亚市供销农产品运销公司、三亚农合发供
销农村综合服务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攀攀说。

海南省供销合作联社有关处室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将在四川省彭州市濛阳镇濛阳雨润农批市
场设立“海南供销合作社系统农产品产销对接销
售点”，促进琼川两地农产品产销对接、优势互补，
多措并举平抑菜价。

如何更好地转型发展、满足消费者需
求？业界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消费需求出现新的变化。线下超市
需要变革，从“卖商品”到“卖生活”，给消费
者提供新的生活解决方案。

“电商平台带动现代物流业的迅速发
展，构成对传统实体商业（零售超市）的整体
冲突不可避免。”省商业总会会长刘宏和认
为，超市将化大为小，社区化便民式的小型
智能超市将兴起。

刘宏和提出，当前，县域商业发展依然滞
后，商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国家提出加强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海南大型零售超市要借县域
商业体系建设东风，走向市县社区、村镇，发
展民生化、小型化、便利化、智能化超市。

在今年举行的一次有关会议上，大润发
负责人说，整个零售业都在谋求转型，大润
发要重新创造顾客到店的理由，激发线下活
力。截至目前，大润发有76%的业绩来自

线下，说明线下依然是个重要的消费场景。
今年，商务部等12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意见》。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正积极推动
各市县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支
持与居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便利店、综合
超市、菜市场、生鲜超市（菜店）等进社区。

海口易买商贸有限公司在布局便利店
的同时，最近在海口开设了首家生鲜店。“市
场反响不错，服务社区的便利店、生鲜店等
有发展空间。”海口易买商贸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吕露说，将积极围绕“一刻钟便民生活
圈”建设，以及海南居民日用消费品免税政
策等海南自贸港政策，布局未来发展。“希望
给予本土企业转型发展更多关注和支持。”

一些业界人士提出，当前，线上线下正
进入一个新的、生鲜存量市场的博弈中，建
议统一考虑对实体零售业转型升级项目的
投资支持。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缓解“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

五指山设立
保供惠民平价蔬菜专区

本报讯（记者谢凯 通讯员苏燕）近日，在五
指山市通什镇红旗路鸿鑫农贸市场，五指山首家保
供惠民平价蔬菜专区正式营业，为当地群众提供新
鲜实惠的平价蔬菜，缓解“买菜难、买菜贵”的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在该平价蔬菜专区看到，货架上
整齐地摆放着小白菜、黄瓜、胡萝卜、土豆等蔬菜，所
有菜品明码标价，价格普遍比其他市场的价格低。

据了解，为了减少流通环节，节约经营成本，
平价蔬菜专区将当地菜篮子基地作为平价蔬菜的
主要进货渠道，并提高本地菜的投放量，同时从批
发市场调来当地菜篮子基地没有的蔬菜品种，为
市民买菜提供多种选择。

五指山市供销联社主任郭仁欢介绍，该专区主
要销售的蔬菜是“15＋2”种基本蔬菜，全部来自海
口批发市场和当地菜篮子基地，平价专区的蔬菜定
价普遍比市场低1元到3元不等，价格上有很大优
势。并且，该专区的所售蔬菜在进入销售渠道前都
会进行农药残留检测，检测合格才能进行售卖。

下一步，该市将多渠道组织货源，同时协调蔬
菜基地积极动员种植生产大户加大本地蔬菜采摘
力度，保障蔬菜源源不断入库，确保平价蔬菜惠及
更多市民群众。

定安百美平价菜篮子商城上线

“宅”家也能买平价菜
本报定城9月7日电（记者叶媛媛）为推动

平价蔬菜保供惠民，9月6日上午，定安百美平价
菜篮子商城线上线下同步启动，今后定安县城居
民足不出户也能购买到新鲜的平价蔬菜。

当天上午10时许，海南日报记者在定安百美
平价菜篮子商城线下店看到，开业首日已有不少
当地居民前来选购。货架上，各类蔬菜、水果、肉
类商品满目琳琅，应有尽有。

定安百美平价菜篮子商城负责人谢南告诉记
者，该商城线下店铺位于定城镇环城南路，面积约
352平方米，西芹、上海青、黄瓜、白萝卜、茄子、西
红柿、长豆角、小白菜、菜心等各类“15+N”指定平
价蔬菜均有供应，每天6时30分至11时，16时至
19时为居民提供服务。

“除了线下实体店铺，我们线上商城今天也同
步开业，今后定安居民可以通过扫码进入线上商城
自主选购各类食品。9时至15时的订单可当天送
达，15时至次日9时下单次日10时30分前送达。”
谢南介绍，线上商城服务开通后，定安本地居民通
过手机下单，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到各类新鲜的平价
蔬菜。目前商城售卖的商品共有95种，超过45种
为各类新鲜菜品，可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

据悉，今年以来，定安已在县城各大农贸市
场、多家超市铺设65个菜篮子“平价摊位”和“超
市专区”，通过不断加大平价蔬菜市场占比，让百
姓享受到更多实惠和便利。

本报海口9月7日讯 （记者
赵优）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好
转，近期旅游市场利好信息频出。
携程9月7日发布的《秋游及中秋
预测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显示，9月6日海南的跨省跟团游
订单量较8月20日增长323%，三
亚位列中秋节最热门的旅行目的
地前十名。

《报告》中说，8 月 20 日前
后，上海、湖北、河南、浙江、广
东、山东、四川、内蒙古、海南等
多地发布通知，恢复跨省团队旅
游及“机票+酒店”经营业务。携
程研究院行业分析师方泽茜表
示，国内旅游市场在8月中下旬
已经出现复苏迹象，通过监测近
期长线旅游订单数据发现，在跨
省游开放的省市，短期内旅游产
品预订量呈现持续、显著增长趋

势。依照当前的复苏趋势，中秋
节有望再次迎来跨省游复苏的
新拐点，到“十一”黄金周期间，
跨省游有望出现强势增长。

中秋节即将来临，携程数据显
示，截至9月6日，中秋节最热门
的旅行目的地前十名为：北京、上
海、广州、杭州、成都、三亚、深圳、
重庆、珠海、武汉。与此同时，私家
团、精致小团等小规模团队游产品
受到青睐，三亚位列中秋节最热私
家团目的地前十。

随着越来越多地区跨省游开
放，携程平台上跟团游、自由行、
定制游等产品的预订量平稳上
升。数据显示，以三亚为目的地
的9月4日跨省跟团游订单量较
8月20日上涨284%，海口跨省跟
团游订单量较 8 月 20 日增长
240%。

本月，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对全国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和
医护人员（凭执业医师资格证、乡村医生执业证、护士资格证）免费开放。

活动期间，教师和医护人员可以享受免景区门票、景区游览车票优惠，
随行人员可以享受景区门票优惠。

据了解，该景区动植物资源种类丰富，是海南中部集游览观光、科普研
学、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图①近日，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游客在树梢栈道上拍
照留念。图②游客在琼中百花岭热带雨林文化旅游区游玩，感受热带雨林
之美。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畅游“百花”深处

近日，在海口大润发龙昆南店，市民选购水果。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上个月，华润万家海口名门店停止营业。该门店告顾客书称，因为
区域布局调整，华润万家海口名门店停业，未来将以高端业态为海口地
区消费者带来升级版的购物体验。

这家服务了附近社区近9年时间的超市，是华润万家在海南的唯一
大卖场门店。其停业，引发更多人对实体商超发展的关注。

海南实体商超经营情况如何？有哪些发展新动向？如何更好满足
消费者需求？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海南一些超市了解到，伴随着电
商、社区团购等业态的发展，海南商超普遍面临着门店客流量明显下滑
的状况，探索转型、切入新赛道正成为众多超市企业着力的方向。在转
型中，除了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之外，更多地尝试新业态也成为行业选择。

■
本
报
记
者

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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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海口友谊阳光城的旺豪超市，是海
口颇受欢迎的一家大型超市，经营面积1.2
万平方米，提供“一站式”购物服务。近日，
店内如往常一样，迎来了不少顾客选购商
品，一些客人在收银处排起队买单。

尽管门店人气不错，但海南旺豪阳光实
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叶小勇表示，与新冠肺炎
疫情前相比，旺豪在海口、三亚的门店客流
量有所减少。

“门店客流量下滑了大约30%。”叶小
勇分析称，门店客流量下滑主要受电商影
响，“因为疫情，人们的消费习惯有所改变，
习惯在网上购物的人多了。”

与旺豪超市的情况类似，家乐福、大润发
等海南商超门店客流量均出现下滑。一个直
观的体现是，以往顾客排长队买单的场景不
见了。在一些商超，目前基本不用排队买单。

“线上购物、社区团购等，都在分流超
市大卖场的到店客流和销售。”海口大润发
国兴店经理李明瑰介绍，去年下半年以来，

美团、拼多多等纷纷涉足社区团购，分流了
不少客源。同时，一些垂直品类的生鲜专
业店逐渐深入社区，也对超市大卖场的业
绩带来影响。

就华润万家海口名门店停止营业，海口
名门广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华润万家海口名
门店近年来经营业绩不佳，除自身经营管理
方面因素外，线上购物、疫情等也影响了线
下零售发展。

门店客流量下滑，并非仅在海南商超出
现。从全国的情况看，商超客流量普遍出现
下降。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对外发布的《连锁超
市经营情况报告（2020）》显示，中国连锁经
营超市运营质量有所提升，但门店客流量普
遍下降，平均减少4.9%，不过平均人效提升，
线下平均客单价从上年的61.9元提升到
65.5元。市场细分导致多种以生鲜为主营
品类的零售模式蚕食传统超市份额，并逐渐
形成生鲜超市、线上生鲜电商等分流力量。

海口市民刘女士住在海口海德路某小
区，她平时的买菜选择不少，会去附近的农
贸市场、家门口新开的生鲜超市、稍远一点
的大型商超，还会在网上买菜，有时参加社
区团购。“各有各的好处。家门口的超市方
便，且有些菜不错；大商超一站式购物，还经
常有促销活动；网上买菜也很方便，送货上
门；社区团购实惠。”刘女士说。

从消费者的体验中，可以看出市场的细
分。在这一进程中，面对门店客流量的下
滑，海南实体超市企业积极谋求转型升级，
力求从市场竞争中多分羹。

结合一些转型发展实例看，海南实体超
市转型的重点，一方面是“拥抱线上”，推进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另一方面是“坚守线
下”，发力新业态，打造全新消费体验，促进
客人到店消费。

自2006年进入海南以来，家乐福在海
口开设了4家大卖场。“近年来，随着移动端
普及和疫情的影响，线下零售受到明显影
响。”家乐福海南/福建区区长过小兵介绍，
家乐福顺势而为，进行着一轮更新迭代。一
是全面融合拥抱数字化。依靠苏宁易购线
上技术与优势，苏宁易购与家乐福实现了线
上线下深度数字化融合。二是发力供应
链。以目前竞争最为激烈的生鲜板块为例，
家乐福在原有数十个蔬菜直采基地的基础

上，计划今年增加至少50个生鲜直采基
地。三是四大业态打造全场景消费体验，包
括家乐福社区品质生活中心、家乐福会员
店、家乐福到家服务、家乐福零售云。

目前，家乐福到家服务已让海南消费者
体验到商品送货上门的便利；海南首家家乐
福零售云加盟店即将在文昌开业，将为加盟
店顾客提供更好的商品与服务。

在海南拥有14家连锁超市的海南旺
豪，面对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与品质，以统一
直采与自营配送系统，通过大型综合超市、
社区生活超市、精品超市、高端精品超市差
异化经营，多方满足消费者需求。比如，通
过直采水果蔬菜、肉品、海产品等，在价格上
减少中间商的差价，直接让利消费者；在有
的门店上新更多新潮产品，满足年轻人消费
需求。

积极创造客人到店消费的理由，换来的
是消费者的认可。“旺豪超市门店迎来了许
多忠实顾客，平均客单价也有所提升。”叶小
勇介绍。

“传统超市如果不改革，预计没有几年
的存活时间。”叶小勇说，旺豪正在加快战略
布局，建设旺豪海南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将
形成以海口、三亚、儋州为核心，辐射海南各
市县的门店网格化布局，同时打造与完善线
上平台，推动线上线下全渠道融合发展。

海南跨省跟团游
订单量大幅增长

三亚位列中秋节最热门旅行目的地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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