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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袁三亚海胆事件陷入
野罗生门冶遥 不论最终结果如
何袁野宰客冶尧野天价菜单冶尧野不
诚信冶等敏感词袁再次与餐饮
行业关联到了一起遥

近年来袁 旅游餐饮中图不
对菜尧阴阳菜单尧天价菜等情况
屡见不鲜袁野青岛大虾冶尧野白鹿
原 15 元 4 根面冶等话题更是冲
上微博热搜袁 使得大批游客对
在景区用餐显得顾虑重重遥

究其原因袁是野一锤子买
卖冶的思维在持续作祟遥 受季
节气候等因素影响袁一些景区
淡旺季客流差别巨大袁食材时
令价格特征明显袁久而久之让
一些餐饮经营者产生了野挣一
个是一个袁 反正没有回头客冶
的经营思维遥

另外袁游客在外遭遇宰客
事件袁 也面临维权成本高尧维
权时间长等难题遥 在媒体报道
的野海胆蒸蛋冶事件中袁服务员
一句野别声张冶的好心提醒袁实
则道出了消费者在旅游过程
中很容易成为弱势群体的现
状袁野花钱买太平冶的同时又要
考虑到维权需耗费大量时间
精力袁无形中也助长了黑心商
家的气焰袁使得野天价菜冶事件

屡禁不止遥
树立一个口碑可能需要

很长时间袁 但是要毁掉它袁在
网络上可能只需要一个短视
频遥 不讲诚信尧不做回头客袁缺
乏品牌和服务意识的餐饮企
业袁终将被市场淘汰遥

作为京尧津两地旅游餐饮
的招牌袁全聚德和狗不理近年
的发展可以给所有旅游餐饮
企业野上一课冶遥

据媒体统计袁2017-2019
年袁全聚德公告净利润分别为
1.36 亿元尧7304.2 万元尧4462.7
万元袁 同比分别下降 2.57%尧
46.29%尧38.9%遥其 2020 年预计
预告中显示袁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2.4 亿元至
2.64 亿元遥

相比较来讲袁 狗不理要更
惨遥 不仅上市之路均以失败告
终袁 在北京的最后一家门店也
宣告到期关门袁退守天津遥究其
原因袁 故步自封袁 缺少服务意
识袁脱离消费者需求是主因遥

反观旅游餐饮的正面典
型袁对外地人来说袁去长沙游
玩袁文和友已经成了一项必打
卡旅游项目遥 文和友的火爆很
大程度在于其深度挖掘了老

长沙的文化与美食代表袁展现
了独特的城市文化袁同时突破
了单独做餐饮的束缚袁让饮食
与市井文化相融合袁以全新的
形式展现在游客面前遥

目前袁国内旅游市场正在
有序复苏遥 据媒体报道袁清明
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1.02
亿人次袁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
144.6%袁 恢复至疫前同期的
94.5%遥对于即将到来的五一小
长假袁野一饱口福冶依然会是许
多消费者外出游玩的必选项遥

对于从事旅游餐饮企业
而言袁要摒弃旧思维袁懂得口
碑营销袁学做野回头客冶生意遥
如今社交网络尧 点评软件盛
行袁 对于绝大部分旅游者而
言袁出发之前先野做功课冶袁已
经成了旅游体验中的重要环
节遥 另外袁随着外卖外送尧便利
店尧以及各类自热方便食品的
出现袁游客在景区用餐有着更
多选择袁旅游餐饮企业并非没
有野对手冶遥

对于各地监管部门袁期望
出台更有针对性的规范措施袁
畅通投诉渠道袁探索野先行赔
付冶等措施袁促进旅游餐饮市
场稳定发展遥 韩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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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如瑞摄

北京市首批商品住宅用地集
中出让 30 宗地块袁 总面积约 169
公顷袁 规划建筑规模约 345 万平
方米袁 共实现土地出让价款约
1110 亿元人民币遥

这是记者 12 日从北京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下称北京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获悉的遥

5 月 10 日至 11 日袁 经过 25
场现场竞价袁 北京市首批商品住
宅用地集中出让活动现场部分正
式完成遥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表

示袁 此次北京供应的首批地块提
前确定并公布了土地合理上限价
格袁从公布的价格上限来看袁超九
成地块溢价率未超过 15%遥

同时袁通过降低溢价率袁在保
持地价平稳的同时袁 为后续竞建
野公共租赁住房冶面积尧政府持有
商品住宅产权份额等创造空间袁
推动商品住宅用地供应由 野价高
者得冶的单一目标向完善市场尧促
进土地利用尧 保障民生等多目标
管理转变遥

本次集中出让商品住宅用地

选址中心城区尧多点及副中心区域袁
毗邻产业园区尧轨道交通站点的 15
宗地块采取配建及竞建的方式袁共
实现公共租赁住房及国际人才社区
住房建设面积 36.2 万平方米遥

此外袁本次商品住宅用地集中
出让过程中袁还首次引入了房屋销
售价格引导机制袁要求开发企业在
土地竞买环节提交叶房屋销售承诺
书曳袁 作为获得竞买资格和未来办
理预售许可的必要条件遥

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介
绍袁 此举不仅有助于企业在拿地

过程中理性出价袁 在保证自身合
理利润的同时袁 也为未来住宅产
品质量的提升留足空间袁 引导开
发企业主动提升住宅品质遥

为保障住房品质袁 本次挂牌
交易地块全部设置了最低品质保
障要求袁 未来住宅要实现绿色建
筑二星级标准尧 采用装配式建筑
且装配率达到 60%尧 设置太阳能
光伏或光热系统遥

据知袁 北京市本年度第二批
商品住宅用地将于 7 月左右发布
出让公告遥 来源院中国新闻网

北京今年首批土地集中出让
共获 1110 亿元

经营旅游餐饮不能只做“一锤子买卖”

有记者近日从文
化和 旅 游 部 了 解 到 袁
2021 年野五一冶假期袁全
国演出市场迎来消费
高峰袁 市场复苏强劲遥
各演出单位在严格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基础
上袁推出丰富多彩的演
出剧渊节冤目袁极大满足
了广大群众假日消费
需求遥

根据中国演出行
业协会初步统计袁野五
一冶假期全国演出场次
约 1.4 万场曰 演出票房
收入 8.6 亿元袁 按可比
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
期的 73%曰 观演人次超
过 600 万遥 大麦发布的
叶2021 五 一 档 演 出 观
察曳显示袁5 天小长假现
场演出强劲复苏袁音乐
类尧剧场类尧曲艺类等
各类演出供给丰富袁票
房增 速 明 显 袁 其 中 袁
Livehouse 渊现场音乐冤尧
脱口秀尧音乐节类型表
现亮眼袁与 2019 年同期
相比袁票房增幅分别为
448% 尧312% 尧252% 袁 观
演 人 次 增 幅 分 别 为
326%尧665%尧173%遥

今年野五一冶假期袁音乐节依旧
是用户的偏爱袁超四成用户选择音
乐节作为度假休闲首选袁六成音乐
节用户选择跨城观演遥 大麦数据显
示袁野五一冶 假期全国共有 56 场音
乐节袁 比 2019 年同期提升了 37%遥
今年音乐节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院一
是野以文带旅冶显著增长遥 多场音乐
节落地到旅游城市袁既实现以文带
旅袁又帮助新兴音乐品牌下沉遥 如
常州太湖湾音乐节尧常州新龙森林
音乐节尧南京咪豆音乐节等曰二是
垂直品类音乐节增多袁为不同音乐
偏好的用户提供了细分品类的音
乐演出选择遥

从消费群体看袁 今年 野五一冶期
间袁 线下演出女性消费较 2019 年稳
步提升至 69%袁野00 后冶 的演出消费
贡献从 2019 年的 6%提升至 18%遥随
着现场演出的恢复袁市场对现场服务
和观演体验也提出更高的要求袁多场
演出推出无纸化+实名制的无接触
安心观演遥 大麦数据显示袁野五一冶期
间袁阿里文娱旗下现场服务品牌淘麦
郎同时服务了 70 余场演出袁 服务观
演人次超 100 万遥 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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