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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港城城部部分分五五星星级级酒酒店店主主动动降降星星
烟台旅游饭店协会召开恳谈会，探讨行业发展转型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秦
雪丽 齐金钊) 这两年来，受
国家反四风、反腐败政策影响，
星级酒店迎来行业寒冬。如何
发展和突破瓶颈，成了摆在行
业面前的棘手问题。从以前争
相评定星级到如今主动要求降
星，这种无奈的应对显然不是
当下高端酒店突围的正途。7

日，烟台市旅游饭店协会邀请
了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召
开面对面恳谈会，为烟台的星
级酒店发展集思广益。

“八项规定政策出台以后，

受政策影响，酒店行业开始急
转直下，到目前也没有好的转
变。”会上，烟台市旅游饭店协
会会长巴信刚感叹道。正如巴
信刚所言，这个冬季，仍然是星
级酒店的一个寒冬，相对以往，
不少酒店的餐饮接待量下降五
成。

面对经营现状和困境，行
业也开始发生着转变，评星不
再被热捧。巴信刚介绍，一些酒
店开始放低身段，有家五星级
酒店在申报时主动降星，放低
身段，试图吸纳更多的顾客。而

对于一些新开的酒店，对星级
的评定也不像以前那样热情高
涨了。

连锁快捷酒店的发展，对
星级酒店也造成很大冲击。“尤
其是对三星级以下的酒店影响
更大，基本没有了生存空间。”
一位业内人士介绍。招工难也
成为酒店行业一大难题。“前段
时间，我们酒店招过一些实习
生，可干了还不到一天就走
了。”烟台金沙滩大酒店总经理
周宝山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气，
干不了累活。另外，受传统观念

影响，现在的青年人很多也都
不愿从事服务行业。

面对现状，星级酒店如何
发展和转型？成为摆在行业面
前的一个棘手问题。会上，烟台
各大星级酒店的老总以及一些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也进行
了探讨，对星级酒店发展出谋
划策，提出了建议和意见。

“之所以召开这样的恳谈
会，也是想听听各界的声音和
想法，尽快度过转型的阵痛
期。”烟台市旅游饭店协会秘书
长曹俊杰说。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秦雪丽
李静) 今年的花生米比往年贵

了，目前市场上的花生米一斤8元
左右，比去年同期上涨近2元。花生
米价格高，花生油价格也跟着涨了
起来，一桶10斤装花生油上涨5-10

元。
“今年贵，高的时候卖到7元多

一斤。”烟台市粮油批发市场三马
路店店长刘将伟说，去年这时候花
生米一斤也就5元多。随后，记者走
访大型超市发现，振华标价为7 . 9

元一斤，大润发为9 . 8元一斤。
花生米贵了，花生油价格跟着

涨了起来。“那个花生油，前段时间
还卖100元，现在涨到105元了。”刘
将伟指着一桶10斤装花生油说。做
了多年粮油生意的李先生也说，一
桶10斤装品牌花生油，原来批发价
也就94元左右，现在需要102元。

“花生油涨价，与花生米涨价
有着直接关系。”烟台凯乐粮油有
限公司负责人李庆海说，近期花生
米价格“抬头”，批发价涨到每斤
5 . 5元左右，而在去年最低的时候
一斤才3元左右。李庆海说，去年花
生价格大跌，致使今年种植户缩减
了种植面积；一些大客商囤货不
少，市场上流通的花生供应量减
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抬高了花生价
格。

业内人士分析，随着春节来
临，花生油价格可能还会有小幅上
涨，但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花生价格“抬头”

花生油价跟着涨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王永军)

记者从商务部门了解到，招远
吸引总投资3 . 5亿元的山东黄海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成功落户，以打
造全国最安全农副产品交易网、
建设电子商务产业园区为总目
标，筹建“黄海农副产品交易市
场”，可容纳1万人同时在线的、从
事农副产品交易、信息咨询服务
的大型电子商务平台。目前，投资
3300万元的基本办公设施和机房
设备已全部配置到位，网站、微信
平台已建设完成，本月有望正式
上线。

招远具有丰富的苹果、粉丝、
黄金、皮革、橡胶等地方特色产品
资源优势，借助黄海交易平台，可
以减少流通环节，有效降低交易
成本，推进当地产业化进程。

招远本土电商平台

本月有望上线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 李
静 通讯员 孙利东 张宇 )

为促进烟台休闲渔业的发
展，7日，烟台首期休闲垂钓执
道官培训班在泓腾大酒店举
办。记者从烟台市海洋与渔业
局了解到，2014年休闲渔业产
值突破16亿，同比增长50%，今
年相关部门将重点打造休闲渔
业。

7日，由烟台市渔业协会举
办的首期休闲垂钓执道官培训
班在泓腾大酒店召开。现场来
自休闲垂钓协会会员、垂钓基
地有关人员、县市区主管部门
等6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为期
两天，除了专家现场讲解外，还

为每位学员印发了《执道官培
训材料汇编》。

“所谓执道官，是指既懂又
掌握人们认同的垂钓活动规律
的人。‘执道’的任务是在人们
聚众垂钓活动中，坚持维护大
家认同的规律即规则，也就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裁判。”现场，
山东省休闲垂钓协会副秘书长
王永利讲道。

本次培训主要讲解执道
分类、等级、权利和义务等知
识，介绍休闲垂钓比赛中参赛
选手要启用执道官参赛流程、
钓场选择、器材视同等具体要
求。通过培训和测试后，达到
要求的成员将授予执道官资

格证书，可参加国内所有休闲
垂钓赛事执道工作，但违反相
应的规定，将被列入执道官、
钓手黑名单，执道官将永不录
用，钓手将永不得参加山东省
休闲垂钓协会组织的赛事活
动。

“烟台有很多海钓爱好
者，岸钓居多，还有少部分爱
好者租船到海上进行船钓。”
市海洋与渔业局渔业科科长
王宏亮介绍，烟台作为海洋大
市和旅游城市，有12个县市区
靠海，并拥有全省唯一的海岛
县，7处较大的海湾，发展海钓
产业有着天然的诸多优势。目
前莱州、牟平、长岛4处基地被

确定为省级休闲海钓示范基
地创建单位。

王宏亮介绍，2014年，4处
基地共投放大型生态型礁体
2 0 0余个，新建垂钓池 6 0 0公
顷，放流恋礁鱼1300万尾，新
建标准垂钓船26艘。重点打造
了莱州芙蓉岛、海阳连理岛、
栖霞长春湖等20处休闲垂钓
示范基地。同时，长岛佳宜和
蓝色海洋被确定为省级生态
型人工鱼礁研发中心，东方海
洋被确定为省级休闲海钓钓
场，并成功举办了2014山东省
首届渔夫垂钓系列赛。2014年
休闲渔业产值16亿余元，同比
增长50%。

烟烟台台首首次次培培训训执执道道官官，，助助力力休休闲闲渔渔业业
去年休闲渔业产值突破16亿，同比增长50%

“今年将大力发展以休闲垂钓
为主要方式的‘海上采摘’基地，引
导增加水产品消费。”王宏亮说，今
后将把发展休闲渔业特别是休闲
海钓产业作为推动现代渔业发展、
优化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之一。

王宏亮说，今年将重点打造休
闲渔业，积极探索海洋牧场与休闲
渔业结合的经营模式，实行“投礁、
放鱼、钓船、海岸、服务”五配套，计
划打造成规模、高标准、有特色的
休闲海钓基地，形成5处以上有稳
定聚鱼效果的“海钓场”。

此外，还将推进栖霞长春湖省
级内陆水域休闲垂钓示范基地建
设，计划打造10处以上内陆休闲垂
钓基地。制定休闲垂钓产业发展规
划和相关管理意见，举办2次省级
以上休闲垂钓比赛，开展市级休闲
垂钓示范基地评选活动，编制烟台
市休闲垂钓地图。

本报记者 李静

相关链接

今年计划形成

5处以上“海钓场”

过去，很多星级饭店的客
源主要来自机关单位和大型企
业。随着反四风、反腐败的开
展，星级酒店原有的客源骤减。
一些高端饭店开始把目光投向
了婚宴和团购等大众市场，以
此来应对市场环境的巨变。

“以前从来没有主动去接
婚宴的，而现在婚宴已经成为
酒店经营的重要补充。”东海
宾馆一位营销负责人介绍，为
了方便市民来举办婚宴，他们

特意制定了人均188元起的婚
宴标准，而且各个标准的啤酒
饮料以及舞台场地全部免费
供应，这比一些专门的婚宴酒
店还要实惠。

此外，以往被中小饭店青
睐的“线上团购”模式也延伸
到高端酒店领域。从去年起，
原本不受高端酒店“待见”的
团购网站上有了越来越多星
级酒店的身影，从餐饮到客房
都不难以低折扣团购到星级

酒店的产品和服务。
“现在市场情况已经变

了，以前的营销模式已经不再
适用，星级酒店也要降低门
槛、服务大众才行。”烟台金沙
滩大酒店总经理周宝山说，对
新形势下的高端酒店餐饮业
来说，让平民走进星级酒店将
成为未来的出路之一，现在金
沙滩大酒店就推出了百元以
内的火锅团购，受到很多消费
者的欢迎。

除了把目光投向大众消
费市场外，抱团取暖也成了业
界共识。去年10月份，烟台市
旅游饭店协会在内部成立了
企业文化、工程节能、采购、宣
传营销、财税政策、厨师、服务
人员以及食品卫生等8个专业
委员会，分别负责全市星级饭
店不同层面的工作，通过抱团
分工合作来实现集体利益的
最大化。

以采购专业委员会为例，

烟台市旅游饭店协会算了一
笔经济账：饭店平常需要采购
布草、床单、被套、海产品、烟酒
等各种材料，一年下来一家星
级饭店往往需要几百万到上千
万不等。平时各家饭店都是自
己去采购，组成委员会后，可以
以团队的名义跟供应商谈条
件，这就降低了采购成本。仅这
一项措施，平均一年就能为每
家饭店节约30万到40万的成
本。从全市范围来看，至少能节

省1500多万元的采购费。
“这是回归市场、回归服

务的新思路。”烟台市旅游饭
店协会秘书长曹俊杰说，以前
也有不少星级饭店陆续开展
转型升级工作，但由于各自为
战力量薄弱，转型的后劲儿略
显不足，而专业委员会的成立
则能起到抱团取暖的效果，将
为全市星级饭店搭建一个提
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业
发展的平台。

“尽管干了那么多年酒
店，但感觉自己仍然不专业，
这也是整个行业的通病。”会
上一位业内人士介绍，饭店是
城市的一张名片，但烟台的饭
店行业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虽然很多业内人士都在建议
星级酒店“向市场要利润”，很
多星级酒店也在努力改变经
营现状，但软硬实力上的“短
板”仍让很多星级酒店转型艰
难。

该业内人士说，在装修、
改造设计、销售管理、成本核
算等方面，烟台很多星级饭
店的专业化程度都不够，还
赶不上连锁快捷酒店，急需
提升专业化水平。“举一个简
单例子，快捷酒店除了镜子
之外，很难再看到一块玻璃，
这种装修风格可以节省不少
擦玻璃的劳动成本，而烟台
的星级酒店，装修风格大都
根据个人主观感觉。”该业内
人士说，这尽管是一个不起
眼的细节，但也体现了专业
化程度的高低。

此外，体制捆绑也被认为
是烟台星级酒店转型升级的
障碍之一。“事业单位支撑了
烟台星级酒店的大半边天。”
烟台市一家星级酒店的负责
人介绍，在烟台的诸多星级酒
店中，拥有事业编制的“体制
内”酒店占了一多半，由于体
制内存在诸多“条条框框”，很
多体制内的酒店无法像很多
民营酒店那样完全实现市场
化运作。

本报记者 秦雪丽 齐
金钊

业内反思

很多星级饭店

专业化程度不够

成立专业委员会，抱团取暖

应对转型

瞄准婚宴和团购等大众市场

这两年，不少星级酒店开始选择转型。 本报记者 吕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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