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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旅游游产产品品的的层层次次不不妨妨多多样样一一点点
发展“仙境文化”，烟台旅游需“吐新芽”

本报记者 代曼 齐金钊

“烟台给我太多惊喜，
我要把这些惊喜带回去，
传递给更多人。”2013山东

“仙境海岸”中外旅行商采
购大会结束时，许多旅游
客商给烟台打上了新的标
签：给大家带来惊喜的仙
境之城。在“仙境海岸”这
个集合了青烟威日四地资
源的旅游大品牌中，烟台
作为仙境文化的发源地，
无疑占据着制高点的位
置。但未来烟台旅游该如
何将这种优势转化为生产
力，3天的采购会上，国内
近百家旅游客商也给出了
他们的评价和建议。

老牌景区
挖掘新“内涵”

在6日的蓬莱旅游推介会上，戚
继光故里景区管理处副总经理王
崇抓住一切机会向客商推介景区。
王崇说，原本戚继光故里只是蓬莱
阁景区的一个附属景点，但为了充
分挖掘蓬莱人文历史，今年戚继光
故里成了独立的景区，“烟台缺少
因名人而叫响的景区，我们在今后
的营销中就要深挖文化内涵，让蓬
莱的文化底蕴更丰富。”

“15年了，蓬莱阁变化很大。”韩
国大田广域观光协会名誉会长刘昌
福15年前第一次来到蓬莱阁，至今
已经到过蓬莱有七八次之多。他介
绍，蓬莱阁从最初的一片单一的古
建筑到如今逐渐形成规模、系统的
景区，能玩能看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蓬莱阁是‘仙境海岸’上最具代
表的景区，为适应新的旅游趋势，老
牌景区也要勇于革新。”蓬莱阁景区
管委主任盛立军介绍，蓬莱阁素来以
浓郁的仙境文化享誉海内外，但是如
果坐吃老本的话，肯定也无法适应未
来的旅游发展趋势，现在蓬莱阁就在
挖掘蓬莱阁景区的新内涵。

据了解，由于蓬莱阁古建筑群本
身体量有限，游客普遍停留时间在一
个小时左右，走马观花式的游览已
经难以满足人们现在的旅游需
求。在这种情况下，蓬莱阁景区又
在古建筑群之外，深挖蓬莱的历
史元素，打造了蓬莱水城等项目，
这样游客再来蓬莱阁除了能游览
历史积淀深厚的古建筑群外，还能
深入了解古登州港的历史背景，
从而拉长了整个旅游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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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游，烟台站就是一
晃。”虽然烟台的旅游一直在
进步，但不少旅行客商提到，
游客来烟台就是短暂停留，
很少深度游览。日本旅游客
商王昕上一次来烟台还是在
1 1年前，这次烟台行他连呼
惊喜，“空气环境好，旅游资
源不错”，在给出中肯评价的
同 时 ，王 昕 也 提 出 了 隐 忧 ，

“来了感觉很好，但关键还得
让大家想着来烟台。”

酒香也怕巷子深，在中
外旅行商代表“踩线”的过程
中，许多外来旅行商感慨烟
台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
在整合包装推广上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山东省旅游局局
长于冲认为，旅游业发展到
现在的阶段，不能仅停留在
规划建设旅游项目的初级阶
段，要把这十几年来建设形

成 的 现 有 资 源 打 造 成 符 合
“仙境海岸”文化内涵要求的
产品，进而包装和推介。

“旅游界有句行话：有景不
说便无景。旅游产品不可移动
的特殊性决定了要想引起人
们关注，让大家产生欲望最
终形成旅游动机，只有加大
宣传营销力度。”日照旅游局
副局长赵志超在谈到旅游营
销的特点时说。

烟台市旅游局副局长牟云

在和旅游客商交流时透露，青
岛、烟台、威海、日照达成山东

“仙境海岸”旅游合作后，将确
立统一的对外促销品牌形象
与宣传口号，一致对外宣传，
打造仙境海岸整体形象。以
后还会共同策划举办有影响
力的旅游节庆活动，实现营
销方式创新。牟云说，以后或
将旅游采购大会常态化，“让
更多的旅游客商多来烟台，多
了解烟台的新变化。”

仙仙境境产产品品亟亟需需拓拓展展营营销销渠渠道道““走走出出去去””

你你知知道道如如何何清清洗洗家家庭庭饮饮水水机机吗吗
目前由于忽视饮水机的日常

消毒工作，很多公共场所饮水机
流出的水可能已被“二次污染”。
因此，一般家庭饮水机使用3-6个
月左右就应该进行一次消毒，而
公共场所的饮水机使用频率高，
消毒周期还应该更短些。此外，长
期不消毒的饮水机，即使换上的
是新水，水质当天也会被污染，微
生物数量更会急剧增加。

许多人家里的饮水机使用
了一段时间，想全面清洗一下，

却不知该如何下手。现在清洗饮
水机内胆所采用的比较普遍的
方法是用去污泡腾片或专用消
毒剂。目前各大超市均有此类产
品出售，价格也不贵。

清洗的方法如下：
第一步：拔去电源插头，取

下水桶，打开饮水机后面的排污
管口(一般为白色塑料材质的旋
钮)，排净余水。然后，再打开冷热
水开关放水。第二步：取下“聪明
座”(就是饮水机内接触矿泉水桶

的部分)，用酒精棉仔细擦洗饮水
机内胆和盖子的内外侧，为下一
步消毒做准备。第三步：按照去
污泡腾片或消毒剂的说明书配
置消毒水，导入饮水机，使消毒
水充盈整个腔体，留置10-15分
钟。第四步：打开饮水机的所有
开关，包括排污管和饮水开关，
排净消毒液。第五步：用清水连
续冲洗饮水机整个腔体(这个过
程建议把饮水机搬到卫生间里，
保证水量充沛)，打开所有开关排

净冲洗液体。第六步：放一杯水，
闻闻有没有氯气味。如有，再放
水，一直到闻不出任何气味才可
以放心地喝。

专家建议，至少2个月清洁
一次饮水机，夏季应该每个月清
洗。

烟台心悦净水器有限公司
生产的“来玉”桶装水，水源安全
可靠，全产业链生产，直营配送。
客户只要购买60张水票，就可获
赠一台饮水机，公司会定期派专

人上门清理饮水机。此外，每次
购买20张水票的长期客户也可打
电话到4085555，提出清洗饮水机
的要求，公司会在最短时间内由
专业水工上门服务(公司购买市
面上知名度较高的饮水机清洗
剂，清洗饮水机后可达到消菌杀
毒的效果，此外，该清洗剂已添
加保护金属材料保护剂，在清洗
饮水机过程中不会腐蚀饮水机
零部件)。

订水热线：4085555。

聚焦“仙境海岸”采购会

新业态涌现

弥补旅游“短板”

“来烟台不下10次了，但每
次都有新体验。”7日，上海文宸
国旅负责人邹仁辉在游览蓬莱
古船博物馆时感慨，半年没来
烟台就有了新变化。像邹仁辉
一样，不少旅行商此次烟台行
都有一个感受，烟台旅游业态
更丰富了。

烟台飞扬上海大区经理刘
盈伽游览完鲸鲨馆和欧乐堡，
就计划着要在暑期滨海度假游
中重点推“亲子游”主题，“滨海
休闲度假，还可以陪着孩子看
鲸鲨、逛主题游乐场，这样游客
就可以在烟台多待几天了。”

第一天游蓬莱阁、极地海
洋世界，第二天玩欧乐堡逛三
仙山，第三天还可以去君顶酒

庄品酒再到木兰沟感受农家风
情。6日，蓬莱市旅游局向旅游
客商推出了蓬莱三日游线路。
蓬莱旅游度假区管委副主任隋
玉娜说，有了大项目，再融合葡
萄酒文化和乡村游，蓬莱旅游
就能从走马观花的一日游，延
展成休闲观光的精品线路。

其实，作为烟台旅游的一
面旗帜，蓬莱近几年的旅游发
展集中体现出了烟台整个旅游
氛围的悄然变迁，一些新业态
旅游项目被引进，逐渐弥补了
以前旅游业存在的诸多“短
板”，从过去的单一观光游，跳
跃为集观光休闲为一体的完整
旅游体系。

烟台可推出

层次多样的产品

3天的采购考察，日照旅

游 局 副 局 长 赵 志 超 一 直 同
行。和 3年前的烟台行相比，
赵志超感慨烟台旅游大项目
越来越多，“这些大项目让烟
台旅游业态丰富不少，旅游
就是看个‘奇’，独有的东西
着重打造就厉害了。”烟台不
仅有蓬莱阁也有葡萄酒，不
仅有大海沙滩也有游艇高尔
夫，烟台不缺少留得住游客
的资源，但盘活现有的旅游
资源，形成分层次、有竞争力
的 特 色 旅 游 产 品 是 当 务 之
急。

到龙口能拜大佛也能骑
马打高尔夫，去蓬莱能览名
楼风光也能品酒体验乡村风
情，来烟台看海之余还能来
一次高端游艇之旅…… 3天
的“仙境海岸”烟台行，国内
外旅游客商给烟台旅游的评
价是：观光游和休闲游并举。

结合烟台现有旅游资源，不
少客商也给出发展建议，烟
台资源丰富可以推出层次多
样化的旅游产品。

今年“十一”国内多个热门
城市出现了自助游客赶超团队
游客的情况，而观光游向休闲
游的转变也是业界的共识。
2013年暑期，烟台飞扬国旅“试
水”一条高端的游艇出海游线
路，引起了上海游客的兴趣。飞
扬国旅上海大区经理刘盈伽感
觉到，越来越多游客的关注点
已经从价格转向了品质，“我接
过一个团只有5个人，他们在烟
台一住就是5天，消费额也比较
乐观。”

旅游客商建议，烟台利用
现有资源，既要研发出常规
的观光游产品，也要组合高
端元素推出休闲体验性较强
的高端产品。

7日，在蓬莱阁景区，突然出现的“八仙”引得中外旅行商竞相合影留念。 本报记者 齐金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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