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足海上游，注重体验游，发力休闲游

“两线一带”铺就威海美丽乡村路
□刘小路 于英娜

4月24日，威海召开美丽乡村建设工作专题
会议，会议提出了为进一步做好美丽乡村建设
工作，确定围绕“两线一带”(海景线、山景线
和环城带)打造，初步选定了10个片区、20个精
品亮点村。威海乡村游正在以更系统、规范、
专业的发展模式完美呈现。

海景线

拉长多元体验游

“千里海岸线，一幅山水画。”威海全市
海岸线长达1000公里，占山东省三分之一，海
岸线及延伸海域分布着众多海湾、岛屿、浴
场，而这无疑是威海发展海上休闲旅游得天独
厚的自然优势。“海景线”作为威海美丽乡村
建设的重中之重，重点以环翠区孙家疃镇沿海
打造油画小镇——— 荣成市以烟墩角社区、大庄
许家为重点的俚岛镇美丽示范片区——— 以东楮
岛村、东墩村、留村为重点的宁津美丽示范片
区——— 以西车脚河村、牧云庵村为重点的港湾
美丽示范片区——— 乳山市海阳所滨海(牡蛎)养生
小镇的“海景线”发展蓝图。同时，提出要通
过精品旅游线路规划设计，把今年打造的镇村
与荣成市西霞口、成山头成熟景区以及去年初
步建成的经区泊于镇泊于村联通，形成威海沿
海美丽乡村示范带。

休闲渔业作为海上旅游发展的一抹亮色，
是乡村旅游的重要支撑，随着全域旅游战略的
推进，传统渔业“动力十足”，加速向二产、
三产延伸，走出了融合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以渔家乐转型升级为突破口，威海市正大力开
发创新具有地方特色的新产品、新路线，培育
海洋休闲旅游新业态，适应游客的多样化需
要。荣成泓泰国家级海洋牧场堪称海洋渔业观
光胜地，与以往单一的体验模式不同，现在游
客可以和渔民一同早起在海上看日出，驾着小
舢板拉网捕鱼，体验出海捕捞的乐趣。荣成石
岛三面环海，休闲渔业逐渐成熟，依托得天独
厚的岸线资源优势，石岛管理区投资2亿元，重
点打造桑沟湾、东楮岛、凤凰湖3个国家级休闲
渔业基地，泓泰海洋牧场、鹁鸽岛环岛游、龙
门湾海鲜街等5个休闲体验项目，大力发展滨海
旅游、海上观光、休闲娱乐等新业态。

发展海洋旅游，威海更有着超前的理念和
创新的实践，推出了渔家乐、海上休闲垂钓、
生态观光、海上运动、品牌赛事、游艇旅游等
多个业态，培育出新的旅游经济增长点。如

今，威海的西霞口海钓基地、海驴岛、鸡鸣
岛、天鹅湖亲海游乐园等海洋休闲游场地已闻
名全国。

当下的威海，依托着黄金海岸上富集的旅
游资源，不断发展海上游钓、海岛度假、耕海
牧渔、品牌赛事、海洋节庆等新兴海上游业
态，描绘了一幅威海因海而兴的海洋旅游发展
蓝图。下一步，威海将通过打造综合性休闲渔
业基地、丰富海上田园观光体验区旅游功能，
实现滨海休闲旅游向更深层次发展。

山景线

谱写多彩乡村游

“山景线”的打造是以文登区界石镇的梧桐
庵、六度寺、三瓣石为重点的昆嵛山腹地美丽示
范片区——— 乳山市以东尚山、下石硼、田家村为
重点的诸往镇和崖子镇红色旅游示范片区及乳山
寨玉皇山后村美丽示范片区。以文登区界石镇为
代表：一个樱桃谷，既是梧桐庵赏心悦目的视觉
景观，也是强村富民的重点产业。刚走进界石镇
梧桐庵村，印入眼帘的便是道路两旁晶莹剔透的
红樱桃，映红了整个小山村。

在梧桐庵村漫步一圈，会发现这个只有61
户人家的小村子安静闲适，家家户户的院里

院外都有几棵树龄年长的樱桃树，听村里的
老人讲，梧桐庵村很早之前就以樱桃闻名，
而现在靠樱桃致富。梧桐庵村村党支部书记
于振国用“青山、绿水、红樱桃”来描述他
美丽的家乡。他打趣地说：“大樱桃映红了
百姓的生活，带着村民致富了，以前樱桃还
要想办法卖，现在足不出户都不愁了，每年
卖樱桃的收入就在3万—4万元，老百姓的日子
好过了。”“谁不说俺家乡好，现在俺们乡
村美着咧，人气旺了，村民腰包也鼓了。”68
岁的村民邹德华竖着大拇指笑容满面地称赞
着自己的家乡。

今年，梧桐庵村按照“美丽乡村”的创建
要求，依托乡村原有的自然生态资源与大樱桃
产业带来的人气，在保护和延续乡村特色的同
时，采取低影响的开发模式，整理规划，打造
“一二三四”规划模式，即“一个樱花谷，两
条体验步道，三条景观水系，四个功能分
区”，实现见山望水的视觉通廊与宅绿相依的
宜居片区。同时，村子的设计理念定位为“慢
行”，让来往游客欣赏樱花桃谷绚烂多彩的同
时感受乡村的淳朴民风。

界石镇党委书记黄欣表示：“今年，界石
镇依托乡村现有的果树农业优势与生态资源，
大力发展休闲旅游，推行‘慢行、慢思、慢

食、慢居’的慢生活绿色发展理念，逐步实现
春赏樱桃花谷、夏尝绿色珠果、秋醉石舍乡
味、冬观雪乡年风、赏玩四季樱桃林。”从界
石镇樱桃谷规划布局示意图中了解到，以梧桐
庵村规划设计为“活”样板，界石镇的4个省级
“美丽乡村”创建村按照自身特色实现“一村
一品”的乡村旅游发展格局：六度寺以禅修清
净地、生态旅游村的旅游发展特色，提出“慢
思”理念；软枣林村依托“依山游乐，傍水栖
居”的生态资源提出“慢居”理念；三瓣石村
以“户外运动休闲地，乡村农家生态园”的发
展方向，提出“慢食”理念。

说到界石镇未来发展计划，黄欣表示：
“接下来，我们要将社会资本引入到美丽乡村
建设中来，先把环境打造好，筑巢引凤，吸引
专业性人才，让游客来此可以品民俗、住民
宿，提升乡村的文化内涵、产业品位，满足游
客的各种需求。”

环城带

打造品牌休闲游

随着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周边乡村游逐步成
为威海市民休闲游玩的首选之地。威海环城带的
战略布局主要体现在环翠区张村镇以福德庄、王

家疃村为重点的里口山美丽示范片区——— 高区以
51号农场周边小产村为重点的初村美丽示范片
区——— 临港区以樱聚园周边祝家英村为重点的汪
疃镇美丽示范区片区——— 经区以信河北、义河北
为重点的桥头美丽示范片区。

“环城带”的打造离不开乡村与市区近郊
游的区位优势。以里口山为例，作为威海城市
中心山地公园，它已逐渐蜕变成环翠区全域旅
游的重点区域，这得益于里口山“生态就是效
益，绿色就是资本”的发展理念，多年来不破
坏一林一木，不修建一砖一瓦，对原生态、原
民俗进行严格保护。“从威海市区到里口山只
需20分钟，市民就可享受到城市喧嚣外的‘世
外桃源’。”环翠区张村镇党委宣传委员姜华
峰介绍。当下，正是里口花海荡漾，瓜果飘香
的好时节，每到周末，里口山内汇集了众多从
城区赶来采摘、骑行、健步的市民。

品牌效应对乡村旅游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
作用。现今，里口山以“亲子部落”为发展方
向，在村落项目打造中紧靠亲子主题，增设亲子
体验项目。“萌宝”亲子动物乐园就是其中创建
时间较早的以亲子项目为主题的动物乐园，据亲
子动物园负责人谷祖青介绍：“现在，家长为了
让孩子更多地接触大自然，体验乡村的淳朴民
风，周末带孩子出游的人数已上升至总人数的
80%以上，亲子游抢占乡村游市场。”

为了更好地打造里口山“亲子部落”特色主
题品牌，给威海市亲子家庭提供一个周周可去的
亲子休闲基地。去年11月，里口山管委与山东宝
贝出发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携手合作，以突出
“场景化教育”为亮点，设计“寓教于乐”主题
亲子活动。从最初的亲子徒步“一个鸡蛋的酷
走”到一堂集创意草版画手作课再到现在较为成
熟的“宝贝出发吧——— 绿野星踪，发现春天”的
亲子主题活动，每一期都得到了市民、游客的一
致好评。网友“旋转木马”是宝贝出发的金牌会
员，她说：“我们几乎每一期都会参加‘宝贝出
发吧’举行的亲子活动，他们用心的设计，暖心
的环节，让家长和孩子在‘爱’的世界里体验不
一样的休闲假日。”

值得一提的是，每一期亲子主题活动均依
托里口山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与乡村独特的文
化民俗进行拓展延伸。“亲子活动不同于广义
的旅游模式，而是要让一个家庭玩的有特色、
有新意，让每一个生活场景成就最快乐的体
验。我们在活动设计中时刻围绕‘爱’的内
涵，让每个孩子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更能感受
到父母浓浓的爱。”山东宝贝出发影视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总经理柳絮介绍。

□刘英 刘小路 刘学华

5月17日—18日，来自全国各地的181位钓
鱼爱好者齐聚威海宝飞龙国际垂钓基地(以下简
称宝飞龙)，参加今年威海首场国家级垂钓赛
事。这些钓鱼爱好者，不仅可以在专业的钓池
比赛，还可在比赛之余进行一次渔具生产全过
程的参观旅行。

宝飞龙是山东省工业旅游示范点，也是威
海5条产业旅游线路之一的蓝色海洋之旅的重要
一环。在宝飞龙，游客不仅可以参观渔具生产
过程、现场垂钓体验、在专业老师的教导下学
习垂钓，还可以采摘樱桃蔬菜，吃到威海特色
食物，于厂房附近住宿，体验工业游+采摘游+
休闲游的深度旅游。

提到宝飞龙从单纯的工业点到当今工业旅
游示范点的华丽蜕变，宝飞龙董事长赵启龙介
绍，之所以在企业内部建设专业垂钓池，联合
威海许多渔具企业举办钓鱼比赛，就是为了力
推工业旅游，“我们以前也不懂什么是工业旅
游，只是一家纯粹的渔具生产厂家。2014年开
始接触工业旅游后，尝试开放厂房给游客，让
他们参观鱼竿的生产过程，了解鱼竿的制作流
程，也领略现代渔具制造如何应用新材料、新
技术等。”

在威海，像宝飞龙这样积极酝酿策划，“试
飞”成功的企业不在少数，跨界“+旅游”正成
为一些工业企业的共识，通过发展旅游，企业扩
大口碑宣传，促进产品销售，进一步树立品牌、
开拓市场，兼得人气与“钱景”。现今，正在以
“工业旅游”为发展方向的威海迪尚集团就是其
中的代表，置身迪尚5楼的中国服装“智造”中
心，体验高品质中国服装产品的个性化定制服
务，将有望成为威海面向中外游客推介的旅游新
产品。“依托集团现有的规模优势，整合服装行
业上下游资源，通过科技化、信息化手段，建立
‘互联网+设计’、‘互联网+面辅料’以及智能
制造等方式，让游客在参观企业本身的同时又能
感受智能化的‘穿衣’体验。”迪尚集团办公室
相关负责人介绍。

工业旅游不仅是工业和旅游的简单叠加，
更是两种文化的碰撞交融。不断挖掘工业产品
的文化内涵，是威海市培育工业旅游的另一大
特色。从威海清华紫光到颐阳酒业再到环翠楼
红参，一条条生产参观通道让游客了解了更多
产品背后的故事。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裕红祥
丝绸文化馆内便聚集了前来参观的学生及外地
游客，在这里游客不仅能够充分了解古代北方
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繁荣的兴盛历程，目睹从养
蚕到纩丝再到织绸的全过程，还可以亲自动手

操作一下古老的缫丝机，体验一下草木染的乐
趣。

得益于标准引领、专家指导、产品打造、
宣传推广的快速推进，如今威海的工业旅游已
初见成效。截至目前，威海市共拥有省级工业
旅游示范点35处，其中国家级工业旅游示范点7
处。2016年，威海市工业旅游示范点接待游客
180 . 26万人次，实现综合旅游收入2 . 48亿元，其
中威海康博尔海洋健康博览园接待游客60 . 3万
人次，安然纳米集团文化产业园接待游客43万
人次，威海紫光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接待游
客24万人次。

为了给游客呈现出一条完整、系列的工业

旅游产业链。现今，蓬勃发展的工业旅游点已
串珠成线，威海市旅游发展委适时推出了5条工
业旅游路线，包括科技体验之旅、养生保健之
旅、蓝色海洋之旅、驰名商标之旅、传统文化
非遗之旅等。下一步，威海市以发展全域旅游
为核心，不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深入
实施“旅游+”战略。威海市旅游部门邀请专
家为宝飞龙渔具、迪尚制衣、寻山海洋食品、
3D打印等工业旅游企业把脉问诊，鼓励旅行社
与工业旅游企业对接，将“工业之旅”专项产
品纳入旅游线路，加大媒体对工业旅游的推广
宣传，随着工业旅游的深入发展，威海市旅游
业态将更加丰富。

立足特色产业基础，打造威海工业旅游新亮点

□刘小路 曲晓琳

近年来，威海结合中韩自贸区建设和服务
贸易创新城市建设，逐渐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
己的特色之路。据悉，威海将旅游购物作为延
伸旅游产业链条的重要抓手，多措并举，创新
旅游商品发展思路，打造“礼尚威海”旅游商
品品牌，目前，旅游商品已逐渐成长为全市旅
游经济新的增长点。

打造线上线下放心购

自确立以“礼尚威海”作为威海旅游商品
统一的身份标识和主打宣传品牌，威海从一开
始就注重提升旅游商品专业化运作水平。2015
年，威海市旅游行业协会牵头成立了运营管理
公司，具体负责“礼尚威海”旅游商品品牌的
推广、策划和运营工作，通过采取一系列专业
化、标准化措施，实现了游客“有的买、放心
买、有处买”的购物问题。市场调查显示，目
前“礼尚威海”已成为一个具有政府公信力、
百姓无忧购物、量化企业生产标准的区域性特
色旅游商品品牌。

旅游购物之所以备受重视，还在于只要商
品出去，旅游收入就能实现，这对地处北方的
整个山东旅游市场而言，具有克服淡旺季的重

要意义。“近年来，威海在畅通购买渠道商下
狠功夫，借助‘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模
式，目前，已经搭建起一个比较完善的销售体
系。”威海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线上”方面，“礼尚威海”电商平台已
正式上线运行，这是个集地方特色产品、政府
监管平台、电商物流配套、品质生活保障于一
体的区域化电商平台。目前，市民、游客足不
出户，就能买到涵盖海产品、土特产品、钓具
产品等多个门类的威海特色旅游商品。若是游
客想在“线下”直接挑选，除6家省级金牌旅游
购物商店，3家省级旅游休闲购物街区，顺应全
域旅游趋势，威海还形成了200家市区便民店、
200家农村便民站、300家异业联盟商家等连锁
式发展的旅游商品销售体系。

做足体验文章

增强游客黏性，商品质量过硬、购买便捷
还不够，“购买商品的过程，其实是商品文
化、当地生活方式输出的过程。”上述负责人
提到，威海十分重视采用各种形式展示旅游商
品地域文化特色，以此增加游客认知度、认可
度。

在威海，游客往往将购物游作为一个重要
的环节。下面的场景相信许多游客都再熟悉不

过：在裕红祥丝绸文化馆，游客能亲自体验丝
绸制作过程，了解丝绸发展历史从而更形象地
感受到丝绸价值；文登名优特购物商店则与西
洋参博物馆相结合，游客在参观过程中就能详
细了解西洋参类别、功效、历史文化等，通过
多形式的民俗文化体验，“礼尚威海”很好地
激发了游客购买欲望，刺激了消费。

威海是我省进行对韩交流的重要门廊。在
威海很多游客都有着从这里直接购买韩国商品
的想法。考虑到这点，威海积极打造能够彰显
韩国异域风情的韩乐坊旅游休闲购物街区、韩
国商品交易中心等韩国商品集散地，现已成为
中韩友谊、文化、艺术、商品、旅游、信息沟
通交流的平台。据介绍，目前韩国商品交易中
心入驻进出口企业70余家，代理韩国品牌3000
多个，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一个购买正品韩国
的购物场所。

助力精准扶贫

如今，人们在饮食上愈发追求绿色无公
害，然而，一方面是城里人想吃但找不到合
适的地方买，另一方面，农户苦于找不到宣
传营销平台，还因为与市场对接不畅，农产
品在包装、品种等方面也不一定符合城里人
和游客喜好。

威海市旅发委借力“礼尚威海”平台，采
用“互联网+旅游+精准扶贫”的方式，深度挖
掘扶贫村优质土特产资源，帮助符合条件的扶
贫村发展乡村旅游。比如，利用中韩商品博览
会设置“礼尚威海”旅游商品展示专区，通过
会展的形式，将扶贫村农产品展示销售。在全
市300个便民站中，有174个是扶贫村的，从源
头上搜集农村优质土特产资源，输送城区市民
和区域化电商网站。

如果游客能对一地产生归属感，进而将
此地视为“第二故乡”，由此对旅游等各方
面的带动作用将是浅层次旅游难以媲美的。
威海将这项工作与精准扶贫结合起来推动，
设计推出了“一亩三分”农业认领项目。据
介绍，扶贫村优质的农业资源，被个人、家
庭、团队或企业全程化认领，目前，7个村建
立起认领基地，认领价值达数十万元。不少
游客表示，通过购买城市资源，享受由此带
来的独一无二的商品，他们更想要多次往返
威海，并且还十分喜欢向亲朋好友推荐一起
来这个地方。

威海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礼尚威
海”品牌建设是项长期性、连续性的工作，当
地还将持续推进“礼尚威海”区域性旅游商品
品牌的打造，使之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旅游产业
的知名品牌。

方寸大小的旅游商品，已成为游客了解进而爱上威海的重要因素

“礼尚威海”成威海旅游新“金矿”

威 海

以上图2和图5由界石镇提供

□孙鹏 摄影

□孙鹏 摄影

□姚威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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