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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曲速递
Hai qu su di

E

时下，全国特色小镇建设如火

如荼，但有些小镇“开业”即“歇

业”，令人叹息。日照的东夷小镇是

如何把握发展风口，跻身“网红”行

列的？

“生于创新，成于创新”，日照

市城投集团董事长李伟一语道破：

“从筑巢引凤到招商选商，从规划

建设到管理运营，东夷小镇创新而

为，既握住市场的手，又抓住游客

的心。”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东夷小镇创在何处？新在哪里？日

前，我们走进东夷小镇，解码小镇

的创新之道。

聚焦动能转换

创新开发模式实现“多赢”

东夷小镇被誉为离海最近的

特色旅游小镇。就是这个“无中生

有”的旅游项目，解决了日照旅游转

型、国企改革、旧村改造三道难题。

蓝天、碧海、金沙滩，得天独厚

的生态资源，是日照发展滨海旅游

的自信与筹码。然而，多年低水平

开发、粗放式经营，一度成为日照

旅游发展的痛点，这其中就包括董

家滩的“渔家乐”。

尽管位于日照滨海旅游核心

区,但董家滩的民俗旅游档次不高，

收入较低。2012年，借棚户区改造政

策,日照市创新采用“旅游+旧城改

造”模式，在董家滩村原址建设东

夷小镇,在距原址1 . 5公里处建设安

置住宅，实现整村搬迁。它既是一

项民生工程，也是市委、市政府打

造的一个拳头旅游项目。

据日照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伟介

绍，东夷小镇建成后，日照城投集

团作为项目承建方，曾为如何经营

“挠头”。“6 . 8万平方米的东夷小镇，

6万平方米是村级资产，如果交由

村民自主经营，可能又会是‘家庭

旅馆’的模式。”

于是，一方面，日照城投集团

与董家滩村签订合同，将归该村的

小镇资产交由城投租赁经营。李伟

算了一笔账：“租金是每年1800多万

元，加上安置区沿街的租金收益,目

前每名村民每年有1 . 3万元的收入，

村民还可到小镇从事保洁、保安等

工作，真正实现‘拆一片旧村,带一

片产业 ,富一方百姓’。”自2018年4

月29日试运营以来，小镇先后吸引

了558万人次前来“打卡”消费，实

现收入9000余万元。

另一方面，依托东夷小镇，日

照 城 投 集 团 聘 请《 舌 点 上 的 中

国》顾问王喜庆团队，高标准打

造融民俗客栈、特色餐饮、文化

休闲街区于一体的旅游小镇。“文

旅特色小镇在全国异军突起，背后

是全民旅游时代井喷式的消费升

级”，李伟认为，日照打造旅游之

城，随着滨海旅游的蓬勃发展 ,吃

在哪？住在哪？购在哪？“抓住旅游

消费升级的市场机遇，东夷小镇

作为游客承接地，解决了所有问

题，也给日照旅游多了一个非来

不可的理由。”

东夷小镇的打造，解了日照旧

村改造之难和旅游升级之困，对城

投而言，项目坚持市场化思维主导

的背后，更是推动集团由以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为主向以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和运营并重转变，同时实现

集团从重资产持有到轻资产运营

的理念革新。

聚焦品牌打造

创新营销方式实现“爆红”

东夷小镇经历6年时间的开发

建设，但它的爆红却是一夜之间。

2018年4月27日，首届中国(日

照)新闻摄影周在东夷小镇开幕，不

仅中央、省、市70余家主流媒体大

篇幅报道了本次活动，摄影周期

间，活动相关新闻总浏览量达5000

余万人次。

据日照文旅集团总经理李鑫

介绍，开幕式的前一天晚上，小镇

还在加班加点进行卫生扫尾工作，

当时东夷小镇刚刚结束施工，没运

营也没什么名气，借助摄影周，小

镇一经亮相便被叫响、放大，可说

是一鸣惊人，开业两个月就接待游

客180万人次。

以摄影周开场，东夷小镇一年

举办了30多项主题活动，包括日照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感恩母

亲节、“寻味东夷”美食评选大赛等

等，同时穿插“美食星探”联动以及

非遗文化展演，做到“月月有主题，

周周有活动”。小镇由此聚集了大

量人气，官方公众号粉丝4万余人，

文章阅读点击量破千万。

“如何做到淡季不淡，旺季更

旺”，在李鑫看来，东夷小镇通过创

新营销方式，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

营销活动，不仅实现了宣传效果的

事半功倍，更重要的是破解了日照

旅游淡旺季的困局。

从大年初一开始，今年整个春

节期间，东夷小镇的各种精彩民俗

表演层出不穷，再加上日照元宵灯

会的举办，让小镇在料峭寒风中火

了起来。

淡季不淡，在猪年春节期间成

了东夷小镇的新状态。数据是最好

的说明，2019年春节期间，小镇共接

待市民游客近20万人，实现收入约

350万元，仅元宵节当天游客达到

5 . 9万人次，这是东夷小镇运营一

年以来单日客流量的最高值，比夏

天旺季还高，这效果可想而知。

聚焦特色塑造

创新运营机制实现“持久”

东夷小镇火了，除了营销手段

的“推波助澜”，人气的聚集提升还

在于“闲在小镇、品在小镇、泡在小

镇”的特色魅力。

当前，大众旅游的需求日益多

元，特色小镇贵在特色，也难在特

色，日照文旅集团总经理李鑫解

读，特色，即是由创新而生，东夷小

镇运营机制的创新，是其特色塑造

的关键所在。

据介绍，小镇运营初期因为没

名气招商很难，即便如此，依然坚

持不招商只选商。小镇发起了征集

山东108匠活动，寻找日照本地及

周边城市最能代表山东半岛特色

的美食和文创产品。

在选商过程中，坚持“一店一

品一产业”的模式，既要选择有市

场的商户，还注重引入文化与艺术

产品，确保各类业态配比适宜，以

减少低端同质化竞争。目前，小镇

共有特色美食、民俗客栈、文化展

馆、手工文创、休闲酒吧5大类别176

家商铺对外营业。郑杰的东夷老酸

奶便是其中之一。

“当初来东夷小镇是为了创

业，如今老酸奶高峰期一天的营业

收入过万，平时也有两三千”，这让

郑杰觉得自己赚了。当初来小镇一

分钱不用投，拎包入住，这才有了

他创业的机遇和平台，也让郑杰赚

到了“第一桶金”。

所谓的“拎包入住”，其实是东

夷小镇创新的联营机制。据东夷小

镇经理朱志伟介绍，小镇在规划定

位、品牌营销、平台共享、招商选商、

管理服务实行“五统一”模式，对特

色美食实行“统一装修、免房租、联

营扣点”政策，业主无需缴纳固定租

金，而是按照收入与城投集团分成，

同时，对在经营中日均销售额低于

小镇标准的商铺实行末位淘汰。

在朱志伟看来，这种模式更能

有效地对商户进行约束，既避免了

商户之间恶性竞争，不管是从进货

渠道，还是售卖价格都能有效监管。

郑杰坦言，风险共担让店主们

能更专心也更有动力去创新好产

品，搞品牌经营，自己就是实例。

“如今，除了招牌老酸奶，店里还新

推出了奶酪、水果奶片、零添加剂

的鲜牛奶皂等近30余款产品。”

品质的保障与持续的创新，让

联营机制赢得了市场的肯定，让小

镇不仅火了，还活了。数据显示，自

小镇运营以来，联营商铺的每平方

米日绩效5 . 05元，是传统每平方米

日租金1 . 5元的3 . 36倍。

特色小镇，不只是传统建筑空

间、商业业态的变革，更是其内在的

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的变革、乃至传

统文化潜移默化的质变。“下一步，

东夷小镇要在一店一品一产业上下

功夫，拉长产业链，同时注重引入有

情怀、有品位的商业业态，推出一

批好吃、好住、好玩、好礼等衍生

品，打造‘有一种生活叫东夷小

镇’。”李鑫说。 (孙向阳 许崇芹)

握住市场的手“网”住游客的心
——— 解析日照“东夷小镇”跻身“网红”背后的创新之道

2019桩基础新工艺

交流研讨会在日照举行

导报讯 近日，2019桩基

础新工艺(螺旋挤土桩SDS)日

照交流研讨会，在美丽的海

滨城市日照召开，是继2012

年12月SDS桩推介会后的第二

次会议。

据了解，螺旋挤土灌注桩

SDS桩，经过中冶建筑研究院

多年的研究与实践，在全国多

个省份编制了SDS施工技术规

程。日照金地基础公司，在

2012年就开始使用螺旋挤土灌

注桩施工工艺，经过7年多的

施工实践，此工艺承载力高、

费用低、无污染和噪音、工

期短、桩基础和复合地基都

可以做。 (张慧)

日照港二公司开展

建功新时代大讨论

导报讯 近日，日照港股

份二公司矿石装车队开展“当

好主人翁，建功新时代"大讨

论活动。

会上，员工们积极发言，

讲述了港口对自身发展的重要

性，纷纷表示在建设世界一流强

港的征程中要立足岗位，努力

工作，当好主人翁，建功新时

代。此次活动激发了职工的主

人翁意识，激发了职工的干劲

和热情。(姚勇 姜忠元)

岚山彩民梅开二度

再获25万元累积大奖

导报讯 近日，中福在线

岚 山 万 斛 路 销 售 厅 再 传 喜

讯，铁杆彩民福先生(化姓)玩

中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

时，成功中得全国累积大奖

25万元。

据悉，福先生是中福在线

的老彩民了，而且这是他第二

次中25万元大奖。令人惊喜的

是，此次他还额外领取了6000

元的“奖上奖”奖金。(赵世强)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7·2”重要讲话、团的十八

大精神，喜迎新中国成立70周

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同时为深化和延伸党建共

建合作单位合作关系，增进行

内外沟通交流，中国银行日照

分行于5月11日至12日联合日照

海关在临沂革命老区岱崮组织

开展“青春心向党·建功新时

代”团建共建主题团日活动。

日照中行团委结合共青团

工作需要，联合日照海关共同

组织了这次团建共建活动，一

是响应上级要求开展青年活

动，嵌入红色教育洗礼，通过

庄严肃穆的仪式教育，以仪式

感营造神圣感、崇高感，引导双

方青年员工继承“五四”精神、

坚定理想信念、矢志建功立业；

二是在双方党建共建全面合作的

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延伸，通过

团建架起双方青年员工在业务合

作之外沟通交流的桥梁，增进

青年员工跨部门、跨支行、跨

科室、跨单位的沟通和协作，

促进双方在更多领域的交流合

作；三是结合中行日照分行党

委奋战二季度工作部署，通过

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树立和强

化青年员工投身业务发展的斗

志和信心，一同为建设美好日

照分行贡献青春力量。

为促进双方青年更好的融

合，活动设置素质拓展环节，

通过完成集体项目迅速增进青

年情感，培养团队合作意识。

篝火晚会上，日照海关副

关长许崇龙寄语青年团员，勉

励青年们继承和发扬“五四”

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珍惜青

春韶华，在各自的岗位上脚踏

实地，用奋斗书写青春的灿烂

篇章。晚上还安排双方优秀青

年代表演讲，讲述各自在生

活、工作中的感想感悟，表达

对青春年华、理想追求、美好

生活的珍惜和向往。

活动期间，双方青年共同

参观了岱崮地貌博物馆(原民

丰机械厂、小三线军工厂)；

在岱崮博物馆开展仪式教育，

组织全体参加人员面对国旗、

团旗齐唱国歌、团歌，日照分

行团委书记带领全体青年团员

重温入团誓词。通过红色教育

和仪式教育激励和引领双方青

年员工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坚定“四

个自信”，矢志投身新时代夺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新

征程。

为切身体验革命先辈的奋

斗精神，双方负责人还带领青

年们徒步穿越10公里山路，体

验长征精神，感受在革命战争

年代，革命先辈们满怀革命理

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

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的奋斗

精神，鼓舞青年们在生活和工

作中继承革命精神，谨记责任

感、使命感，常怀感恩之心，

肩负青年之责，在各自领域挥

洒汗水、建功立业。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中国

银行日照分行的青年员工将勇

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不

忘初心，不负韶华，志存高

远，脚踏实地，把人生理想融

入到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

的事业中去，融入到山东省分

行“稳中求进，争做一流”发

展目标和“两增一降一调、四

聚焦、一全面”工作主线中

去，以实际行动做改革创新的

时代先锋和引导文化进步的正气

榜样，以无悔青春唱响新一代中

行青年的奋进之歌！(张树森)

“五一”假期，日照海洋公园

内，美轮美奂的美人鱼表演、纷繁

艳丽的水母展示厅、壮观的沙丁鱼

群、生动灵活的亚洲小爪水獭、如

梦如幻珊瑚隧道让游客流连忘返，

纷纷驻足拍照留念。据统计，“五

一”前3天，海洋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超过5万人次。“以前来日照，只能

去沙滩转转，现在有了海洋公园、

东夷小镇这些新景区，太让人惊喜

了！”从河南商丘前来游玩的王女

士高兴地说道。

据介绍，日照海洋公园是目前

国内组合业态最丰富的海洋主题旅

游项目之一，融合了海洋馆、四季

花鸟园、海洋主题餐厅、室外动物

表演展区、水禽观赏园、室外无动

力主题游乐区、特色商业街，实现

了海洋馆与花鸟园融合，海洋动植

物和陆生动植物综合展示。同时，

日照海洋公园也是世界首家设置高

科技AR-ride游乐项目和国内唯一设

置沙丁鱼群游展示馆的海洋主题公

园。“这些新设计、新项目很多都

是国内首创甚至是世界首创，因此

建设投资非常大，幸亏有农业银行

日照分行贷款支持。”海洋公园开

发方——— 日照市山泽海洋旅游产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伟说道。

据了解，2017年，在了解到日

照海洋公园建设项目后，农行日照

分行立即上门进行了对接。同时，

为保证贷款如期获批，该行成立了

由市行行长任组长的项目小组，

省、市、支三级行密切配合，高效

联动，及时沟通破解了各类难题。

最终，经过3个多月的服务对接和加

班加点，去年1月份成功完成项目授

信5亿元，并投放首笔贷款2 . 25亿

元，保证了项目工期的如期推进。

不仅如此，该行还充分发挥综合金

融服务能力，为海洋公园上线了现

金管理、代发工资等业务，并将园

方企业票务系统、进销存系统通过

BMP软件与银行收银系统对接，有

效减轻了景区的收银压力。

日照海洋公园建成开放后，也

破解了长期以来日照旅游发展为青

岛旅游做配套，没有自己的大项

目、特色项目的窘境。海洋公园与

旅游小镇、激光秀、日照沿海各景

区、浴场实现了有效互补，丰富了

旅游产业链，为打造海洋旅游目

的地城市插上了至关重要的一块

拼图。

“日照市处于国内江北滨海旅

游进入山东的第一站，也是自厦门

向北的海滨城市里优质沙滩资源最

丰富的城市之一，日照打造‘旅游

之城’，涉海旅游必将是最大的潜

力和优势所在，支持海洋旅游也是

我们农行日照分行一直以来的责任

和义务。”农行日照分行行长单伟

强对记者说道。据了解，截至目

前，农行日照分行海洋经济类用信

余额超过21亿元。 (陈明强)

中行日照分行牵手日照海关合作共建促交流 农行日照分行5亿授信
铺就日照海洋公园融合创新路

E 日照金融

东夷小镇火

了，除了营销手

段 的“ 推 波 助

澜”，人气的聚集

提升还在于“闲

在小镇、品在小

镇、泡在小镇”的

特色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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