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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兵

伴随“深度游”“定制游”“慢旅游”
等个性化旅游方式的兴起，独具特色的民宿
已成为游客的热门选择。日前，同程旅游发
布的“五一”旅游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居民
“五一”出游的住宿偏好依次为经济型酒
店、星级酒店、民宿、度假公寓和客栈等，
其中民宿以10 . 19%的份额紧随传统住宿（星
级酒店和经济型酒店等标准住宿），整体非
标准住宿合并占比达25 . 38%。

而在我省，“五一”小长假期间，乡村
旅游民宿的入住率高达95%左右，民宿旅游
新业态着实火了一把，成为新旅游时代的目
的地。

“民宿+”延伸出吸引力

每逢3月之后的周末，沂水县泉庄镇沙
地村天地合家庭农场林下花墅民宿区的15个
民宿床位几乎都会被订满，其中不少游客已
成为该民宿的熟客。“工作日在市区，周末
带着孩子到这边来，玩得轻松，住得也放
心。”已四次入住该民宿的诸城市民王强伟
说。

在林下花墅民宿区，不同房屋装修风格
迥异。地中海风格、波西米亚风格、日式风
格、简中式风格、现代粉红Kit ty猫风格
等，可以满足不同游客的住宿需求。

民宿单打独斗不行，发展“民宿+景
观”，游客来了才有得玩。沙地村周围环境
优美，依托自然，天地合家庭农场又开发了
碧草银滩露营游乐区、骑行漫步有氧运动
区、休闲垂钓区、生态特色美食区、凤凰骑
行俱乐部等多种旅游景观，使民宿与周围的
自然景观融为一体。

该农场负责人马胜旺告诉记者，在当地
政府支持下，他流转了3000亩土地，并投资
5300万元建设农场和配套民宿。“要想推动
民 宿 长 远 发 展 ， 得 有 持 续 吸 引 游 客 的
‘点’。我们探索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农场
为载体的‘民宿+农场’的发展之路，不断
拓展民宿外延，实现了农旅一体发展。”马
胜旺补充说。

据了解，沂水县把精品民宿的规划建设
作为发展全域旅游的重点方向，并努力打造
“行走中的家”民宿品牌。从去年开始，他
们启动了精品民宿示范建设，打破了沂水旅
游没有民宿的局面，拉开了打造民宿新业
态、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增效的序幕。目前，
该县已建设精品民宿示范点9处，共有客房

172间、床位296个。

市场竞争激发精品发展

“其实民宿的市场竞争还是挺激烈
的。”马胜旺高兴生意红火的同时，也在担
心。除了沂水县9个精品民宿示范点外，还
有更多的普通民宿，这些都在分抢民宿这杯
羹。“虽然民宿市场一定会进行淘汰选择，
一些低端的民宿很难再这样生存下去，但对
精品民宿的冲击不容小觑，精品更需要不断
改进，保持优势。”马胜旺说。

据了解，不光在省内市场，放眼全国，
这几年民宿供给满足不了需求，市场一直很
火热，也暴露出很多问题。有些旅游者冲着
民宿的宣传而来，但入住后发现并没有想象
中的那么美好，一些配套服务还不如快捷酒
店方便。“的确，经营资质不全、存在安全
隐患、夸大宣传造假，这些都是民宿行业自
身存在的问题。”业内人士分析说。

“各家民宿应早早意识到这个问题，提
高质量，满足市场需求。按照市场规律，
精品民宿一定是民宿未来发展的方向。”
省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负责人说。

内容才是核心竞争力

“这些民宿很漂亮，都是可以被开发成
旅游景点的。”日前，记者在临沂参加媒体
采风时，同行记者发出如此感慨。据了解，
在省外，如云南、浙江等地，不少精品民宿
成为旅行社带团参观的热点目的地，网上一
些游览攻略中也特别提及。

为什么民宿这么受欢迎，还被当成景点
而游览？据了解，当前居民旅游度假住宿消
费需求已呈现多元化特征，民宿、精品度假
酒店、客栈以及住宅分享等模式迅速崛起，
一些优秀的品牌特色鲜明，富有文化内涵和
人文气息，不仅仅能满足住宿需求，其本身
也是一处“美景”，吸引了大量旅游爱好者
的关注。

同程旅游创始人、CEO吴志祥曾表
示，在线旅游渠道的竞争格局已定，内容的
打造将成为旅游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吴
志祥看来，内容将是未来目的地打造的关键
和发展的灵魂，优质的内容是满足游客不同
层次体验需求的核心。

而在民宿方面，“内容为王”的观点同
样适用。可以说，拥有优质内容的民宿，不
仅仅是一间可以解决旅途住宿问题的旅店，
更是一个旅游目的地吸引物。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乡村旅游民宿入住率达95%，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

民宿旅游：市场热闹背后更需精品
□记者 李剑桥 通讯员 高士东 报道
本报无棣讯 想了解渤海盐业的发展历史与传承吗？想

身临其境领略海盐文化的独特魅力吗？近日，无棣华夏海盐
文化博物馆开馆，它是山东省第一家以盐为主题的博物馆以
及全国第二家海盐博物馆，也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盐业博
物馆。

据介绍，该馆占地面积4000余平方米，位于埕口镇镇政
府东邻，设有“三厅、一馆、一廊、一中心、一车间”，展
出古代制盐器具、历史资料和海盐文化产品，再现了古代海
水熬盐工艺和现代海水滩晒制盐工艺场景，全方位展现了中
国海盐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文化传承，让人们亲身感受到中国
海盐文化的博大精深和发展潜力。

广告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4日，由济南市旅游发

展委主办的首届“主播当导游 播遍济南乐
不停”活动在济南宽厚里启动。本次活动旨
在通过人气主播在济南的微旅游直播，向广
大网友呈现济南人多姿多彩的泉水生活。

据了解，此次活动上，众多知名主持人
及人气主播齐聚一堂，带领济南网友领略济
南独特的泉水风情，体验济南市旅游发展委
推出的步旅、船游、铛铛车、共享单车等丰
富的旅游线路，在不同的线路中游名胜、喝
泉水、品美食、购礼品。

济南是一座泉水城市。遍布全市的800
多处天然涌泉，串联起济南人生活的方方面
面。泉水可品、可食、可赏、可嬉……在这
座城市中到处都可以发现人们与泉水相生相
依、相伴相知的生活场景。

为了给观众呈现一个不一样的济南，除
了知名主持人和人气主播参与外，主办方在
内容上别出心裁，共设计了八条游览线路，
每一条都有不同任务，如寻找宋代的达康书
记、集齐四大泉群的泉水开启三生三世修
仙之路、亲手制作让你爱不释手的兔子王
等。

□刘小路 陈大赛 报道
本报蓬莱讯 “五一”小长假，蓬莱阁

景区内一处特殊的功能间——— “第三卫生
间”受到游客纷纷点赞。“第三卫生间”内
设有儿童安全座椅、儿童洗手台、儿童坐便
器、安全扶手、可折叠多功能台等特殊设
施。据蓬莱阁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建设“第
三卫生间”，既有助于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
施，又有助于弘扬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
德，体现“厕所革命”的人文关怀。

据了解，蓬莱阁景区积极响应国家“厕
所革命”的号召，按照“数量充足、干净无

味、实用免费、管理有效”的原则，多方争
取资金对景区现有的所有厕所进行标准化改
造。2016年，景区投入资金100余万元先后
对白云宫、东票房旅游厕所进行了改造，增
设了“第三卫生间”。

据悉，蓬莱阁景区今年将继续加大“第
三卫生间”的建设力度，计划投入资金380
万元，完成振扬门、备倭都司府、古船馆和
综合服务区4座厕所的改造和“第三卫生
间”的建设。到2017年年底，景区内12座旅
游厕所将全部达到国家旅游局最新的旅游厕
所标准要求，并建成6座“第三卫生间”。

山东首家海盐主题博物馆

无棣开馆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威海讯 “五一”期间，威海市文登区各大旅游景

区游客如织，客流量达21750人。游客以本地和烟台市民为
主，自驾游、亲子游居多。

4月29日，昆嵛山无染寺景区，熙熙攘攘的游客们在花
海围绕的山路上盘桓眺远、嬉戏拍照。而在汤泊温泉，人们
在红花绿叶的景色中静泡温泉，怡然自得。此外，南海的沙
雕、采贝节，大溪谷国际婚礼博览园的赏花游，峰山公园的
风车展也是人头攒动。据文登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为应对旅游小高峰，区旅游局作了全面的准备，提前设立
应急预案，确保广大游客在享受美景风光之时，安全出游、
理性消费。

文登“五一”期间

各大景区游客盈门

□记者 刘 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今年“五一”小长假首日，济南方特东方

神画迎来2万余名游客开启阖家欢乐之旅。
据了解，为给游客创造更好的游玩体验，假期之前济南

方特对园区产品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升级。节庆广场斥资
百万元，打造全新演艺主舞台，璀璨灯光，加上360度全方
位围绕音效，给游客带来无与伦比的震撼视听体验。同时，
济南方特还特别邀请到曾数次登上央视舞台并荣获多项国际
大奖的中国著名魔术师牟衍铭，在假期为四海游客带来传统
古彩戏法表演。此外，山东方特将依托济南、泰安、青岛三大主
题乐园，在品牌、资源、配套上联动发声，结合省内酒店、餐饮、
交通、景区等相关旅游行业，构建省内旅游大格局。

济南方特斥资百万元

升级游乐项目蓬莱阁“第三卫生间”获游客点赞

主播当导游，直播“泉城范儿”

为缓解热点景
区附近的交通拥堵，
济南市旅发委适时推
出步旅、船游、铛铛
车、共享单车等多条
旅游线路，让游客能
充分领略济南独特的
泉水风情。

□记者 方垒 报道

济南创新旅游营销模式

摄影达人聚焦“醉美济南”
□于鹏 杨润勤

4月14日至4月16日，由济南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策划组织的全国旅行摄影达人济南行活动

举行。其间，摄影大咖陆续把此次活动中拍摄

的慧心之作上传于自己的微博、微信等自媒体

平台，截止到4月底，仅新浪微博“醉美济

南”的话题阅读量就达到1 . 1亿人次。

据了解，此次全国旅行摄影达人济南行活

动是由济南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策划组织的一次

借助旅行摄影达人平台传播济南旅游的创新营

销活动，旨在通过带领达人们感受“家家泉

水，户户垂杨”的街巷民居，在南部山区恣意

享受自然风光的形式，用摄影达人高超的镜头

向世界展现一个全新别样的泉城济南。活动主

要邀请签约至少三家旅游平台或自媒体平台的

摄影师与作家媒体人，范围涉及新浪网、乐途

网、头条号、企鹅号、百家号、博客中国、新

浪微博、搜狐自媒体、携程、蚂蜂窝、中华

网、艺龙旅行网等20余个平台。国内知名旅行

摄影达人何绪华、周立新、傅涛峰、朱锐、荆

志刚等10人前来采风。

活动组委会有关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摄影

达人在现实中是有着高超摄影技艺的达人；在

网络中，他们又是具有意见领袖属性的网络大

V。因此，无论在网络还是现实中，他们均有

着一定的知名度、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在

活动过程中，他们一边欣赏美景拍照摄影，一

边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分享在各自的

自媒体平台上，并加上“醉美济南”的报道话

题，与粉丝进行互动交流，网友们不仅与大V

们评论互动，更是将自己眼中的济南美景纷纷

展示出来。

截至目前，各位摄影大咖在各类网络媒体

平台共发布原创优秀文章32篇，粉丝阅读数量

近1000万。旅游达人“寒残一叶”单篇文章阅

读数高达96万，还有部分旅游体验文章将会陆

续发布。各位摄影师除了撰写美文之外每人还

会往济南旅游图片库提交50张摄影作品用于济

南旅游宣传。

春到五龙潭 □董承华 摄 九如山景区栈道春影 □韩保同 摄

全景黑虎泉 □荆志刚 摄 九如山不二木居 □韩保同 摄

春到护城河 □刘凡 摄

泉水凉瓜 □董承华 摄

灵岩印象 □傅涛峰 摄

■醉美四季——— 春游济南

九顶塔景区刘三姐招亲 □周立新 摄 大明湖畔的垂柳 □刘凡 摄五彩趵突泉 □刘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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