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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将至，个性化旅游出行引来更多关注——

露营出游市场“露”出广阔天地
这一新兴业态被写入我省旅游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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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中选优，蟹都汇真情好蟹全国上市
10年品质，全国近5000万人次吃过蟹都汇大闸蟹
□记者 王迎节

核心提示丨9月15日起，蟹都汇大闸蟹将在全国全面上市，
让正宗真情好蟹随时被端上你家餐桌！9月13日，2017年蟹都
汇大闸蟹上市新闻发布会在苏州召开，会议透露了这一好消息。
与此同时，蟹都汇还向全国消费者介绍：今年螃蟹质量好于往年，
而且产量也很大。如此利好，“好蟹一族”心动了吗？

发布会：蟹都汇大闸蟹今天全面开捕

9月13日，2017年蟹都汇大
闸蟹上市新闻发布会在苏州商旅
阳澄半岛酒店召开。上海水产行
业协会、江苏省水产行业协会、养
殖专家、各大湖区蟹农代表、全国
各地经销商、全国各地媒体齐聚
发布会现场。原苏州阳澄湖大闸
蟹行业协会会长、高级水产工程
师杨维龙对今年螃蟹养殖情况进
行全面介绍——今年螃蟹质量好
于往年，而且产量也很大。

蟹都汇市场总监黄晟昱介

绍，9月14日，蟹都汇螃蟹将正式
全面开捕，9月15日将爬上全国
美食爱好者的餐桌。值得关注的
是，价格与去年相差不大；部分比
较紧张的规格，仅仅涨了3%至
5%。

今年，蟹都汇成立整10年，
在过去10年里，蟹都汇帮助江苏
的蟹农销售大闸蟹累计700多万
斤（3500吨），在国内167个城市
开设了500多家专卖店，产品最
远辐射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

玛依市。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
近5000万人次吃过蟹都汇的大
闸蟹。

会上，上海水产行业协会办
公室主任贾思文对蟹都汇10年
经营的喜人成果、符合市场的经
营模式和“用商业品牌代替区域
品牌”的商业战略表示赞赏；对蟹
都汇大闸蟹全国连锁机构带领行
业诚信经营，从销售行业转型到
服务行业给了高度评价。

10年口碑、好品质，蟹都汇蟹券成“蟹蟹您”首选

在新闻发布会上，黄晟昱还
介绍说，蟹都汇今年的大闸蟹仍
然优中选优，选择生态环境优良
的产区进行采购，并监督和抽检
蟹农养殖，能确保品质。

正因为此，创立10年的蟹都
汇大闸蟹及蟹券，已经成为人们
中秋“蟹蟹您”的首选之一！

“虽然郑州的大闸蟹品牌很
多，但听很多经销商说现在都没

有到货，所以如果想确保中秋节
能吃上大闸蟹，还得选择蟹都
汇。”在蟹都汇纬四路总店，市民
李女士说。为保证市民吃到的大
闸蟹只只新鲜，蟹都汇郑州店还推
出蟹券分摊使用、免费代养吃不完
的大闸蟹等服务。“这样特别方便，
我可以每天来领一些，每天都吃到
新鲜的。”不少市民评价道。

如此方便，已经引来众多企

业前来采购。“马上该中秋节了，
批量采购一些蟹都汇大闸蟹礼
券，犒劳辛苦大半年的优秀员
工！”郑州一家房企负责人说。

蟹都汇河南区域负责人胡美
祥介绍，目前，蟹都汇推出的蟹券
有6类，面值分别为380元、600
元、1000元、2000元、3000元和
5000元。凡电话订购，均可享受
免费送货上门服务。

买蟹请认准以下8家店面：

对于露营出行这一旅游新
业态，我省相关部门近年来十
分重视，并已上升到了战略高
度进行筹划、部署。

去年5月4日，省人大常委
会曾邀请省交通厅、省工信委、
省财政厅等多家单位，会同省
旅游局一起就我省旅游公共服
务体系的建设工作举行专题座
谈会。交通部门拟加强景区周
边服务区旅游服务配套建设，

如设立帐篷露营区、房车补给
站等，方便游客。今年8月18
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
于创建郑汴洛全域旅游示范区
的实施意见》，也特意提到“拓
展旅游住宿产品”。

按照该实施意见，郑汴洛
三地应培育一批有竞争力的住
宿品牌，在古镇、古村落、美丽
乡村及旅游干道沿线发展自驾
车旅居车营地、帐篷酒店、露营

地等新型住宿业态。
8月20日，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发布《河南省“十三五”旅
游产业发展规划》。

该规划也提出，大力发展
具有我省地方特色的主题酒
店，积极发展特色乡村酒店、汽
车旅馆、青年旅舍、主题风情客
栈和文化民宿，鼓励发展自驾
车旅居车营地、帐篷酒店、露营
地等新型住宿业态。同时，推

广旅居生活方式，加快自驾车
旅居车营地建设，完善自驾车
旅游服务体系，形成一批自驾
车旅居车旅游线路。大力发展
自驾车旅居车租赁业务，支持
汽车租赁企业做大做强。

对于频繁出台的刺激政策，
张国力和其他多位业内人士一
样感到振奋。“行业发展已经进
入快车道，也许要不了几年，整
个行业就会焕然一新。”

省内已建成的
部分露营地

发布会现场

核心提示丨随着我国旅游业的深入发展，以住帐篷、房车为标志的个性化旅游方式因亲近自然、参与度高、趣味性强、行程自由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市民青睐。
近年来，在旅游、交通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推进下，我省的景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完善，一批景点、景区配套建设了旅居车营地、帐篷酒店、露营地等新型住宿业态设施，在

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个性化旅游出行需求，也提升了旅游服务质量和水平。不过，要想让这种新兴的旅游业态趋向成熟，相关配套建设仍需加快布局和落实，相关政策也有待完善。

不走寻常路，露营出行成新宠

距离“十一”黄金周还有一段
时间，郑州驴友“逗号”就有点坐
不住了。他翻查资料，试图找到
一个适合在假期帐篷露营的好地
方，以便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
开个音乐晚会、夜间派对。

与“逗号”持有类似想法的市
民还有不少，他们不想受到酒店
住宿那样的空间拘束，尤其是对
那些涉足户外的资深驴友来说，

出行旅游，随身携带一顶帐篷已
经成为标配。一旦发现那些条件
合适、景致怡人的地方，他们随时
都可以与家人、朋友一起露宿。

“以前经常有人说，出门旅游
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你要
是经历多了，还会觉得有意思
吗？”“逗号”说，他现在追求露营
式旅游，而且非常入迷。

这种出行新趋势，在郑州驴友

圈资深人士魏小峰看来，是旅游业
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他认为，旅游的最初级目的，
也就是看看景致，饱一下眼福，然
后可能就会往比较注重品质的奢
侈游发展。再接下来，有很大一
部分人可能会返璞归真，重新拾
起旅游的休闲目的，注重个体体
验，走向露营出行。“这已经成为
一种时尚潮流。”他说。

我省露营地遍地开花，建设如火如荼

与市民们的这种露营出行需
求变化相适应的是，目前我省的
不少景点、景区都开始建设露营
地。

在郑州区域，大河报记者通
过公开渠道查询发现，在中牟林
场、雁鸣湖，新郑龙湖镇西泰山，
荥阳环翠峪、桃花峪，新密伏羲大
峡谷，登封嵩山，巩义杨树沟、青
龙山及城区的樱桃沟、丰乐农庄、
思念果岭、郑州树木园、黄河滩区
等处，都有露营地，有的是自发形
成，有的是景区建设。

以郑州市民最常去的黄河滩
区为例，这里的黄河湿地自然保
护区范围很大，从荥阳到中牟，长
达上百公里的范围内，实际上已

经成为郑州市民的天然露营地。
不管是夏秋季还是冬春季，很多
人自驾车辆，在这里烧烤之后，夜
间就支起帐篷，在滩地上、坝头上
露营。

而从全省来看，近三四年来，
露营地的出现和建设已经成为旅
游业内的一项热潮，风靡全省很
多景点、景区。

在信阳新县、潢川县，洛阳栾
川县，南阳西峡县，平顶山鲁山县
及三门峡等地，均有很多大型景
区开辟了露营地，不仅提供给帐
篷一族使用，而且还有更为“高大
上”的专业房车露营地，为高端客
户服务，并随之形成了很多诸如
露营俱乐部的民间组织。

与这种露营地的快速发展相
适应，省内很多地方的露营地营
销活动也是此起彼伏。

今年5月28日，第六届中国
（三门峡）万人帐篷节在三门峡市
黄河岸边、天鹅湖畔举办。来自
陕西、山东、甘肃等10余个省（区）
78个俱乐部的8300余名驴友们
相聚于此，与当地市民共度了一
个帐篷之夜。今年8月7日，栾川
县官方引进帐篷露营地专业运营
公司，协调万余顶帐篷在县城和
景区建设5大星空帐篷露营地，供
游客和市民体验住宿。今年9月
9日，洛阳新安县黛眉山景区也在
景区内的草原广场举办了“遥望
星空，帐篷露营节”。

与大自然零距离，真正做到放松身心

“家里有帐篷，没地方用，参加
了这些露营活动真的是很惊喜、很
放松、很惬意。比如，晚上，一家人
坐在一起仰望星空，那种感觉太好
了，在城市里确实很难体会得到。”
参加过栾川、三门峡多次露营活动
的任女士说。

9月12日晚上，大河报记者也
在位于登封市嵩山脚下的一处露营
地体验了一回。

当天下午4时，驴友们已经纷
纷自驾车赶到了营地，并一起动手
架设好了帐篷、天幕、桌子、椅子及
灶台等设施。等到夜幕降临时，大
家一起择菜、做饭，一起吃饭，一起
海阔天空聊天，一直到夜半时分才

回到各自的帐篷内休息。
组织这场上百人露营活动的魏

小峰，还专门携带了乐器，几名露营
者还发挥音乐才华，举行了一场“湖
畔音乐会”。

第二天一早钻出帐篷，记者感
觉身心都很放松。对记者的感慨，
此前已经多次组织了此类活动的魏
小峰，作为乐游联盟创始人、省内露
营出行的开拓者和践行者，更是感
同身受。他说，户外清新的空气、轻
松的环境，不仅可以从生理上改善
一些城市病，也很容易让人放空身
心，取得精神上的愉悦和成长，这就
是亲近自然的魅力。

配套设施、配套政策如何跟上是重点

在露营地建设和露营文化
的营造方面，我省不少地方都
倾注了心血，但还存在诸多配
套设施不完善的问题。

记者从我省多个户外俱乐
部了解到，目前我省不少地方
的露营地，包括一些著名景区
的露营地，能够持续供电、自来
水，并建有卫生间、下水道等完
善设施的少之又少。因此，不
少俱乐部在出行前，都会携带
简易卫生间、大桶饮用水，并特
意提醒成员带足手电筒、充电
宝等照明、供电物品。

不仅是这种帐篷露营地，
即便是相对“高大上”的房车露
营地，根据河南省自驾旅游协
会副秘书长张国力的说法，也
存在同样的问题。张副秘书长
说，房车露营也是一个越来越
受重视的出行趋势，但困扰也
是存在的。一方面，省内不少
地方的露营地匮乏、配套不完
善；另一方面，还有不少景区运
营方对这方面的趋势认识不
足，观念和建设都滞后。

“本来是很享受的房车露
营，如果营地没有供电，你如果

需要用空调，就需要让车一直
启动，或者采用发电机供电，这
样一来，不仅存在风险，噪音也
会很大。”他说，另外，房车一般
体积较大，而一些景区建设的
停车位却相对较小，从硬件上
与房车露营不够匹配。

与配套建设相比，让张国
力感到欣慰的是，目前一般的
私家房车大多都上的蓝牌，可
以享受与小轿车一样的驾照要
求和高速通行费标准。

“配套设施的建设，肯定面
临着一个投入产出比问题。也

正是因为这个，一些地方建设
标准露营地有点‘雷声大雨点
小’，甚至不够主动，这也需要
露营这个业态的进一步发展成
熟。”张副秘书长说，另外，从相
对简易的帐篷露营到比较成熟
的房车露营，需要房车的设计、
制造普及和推广普及，但目前
房车仍是十分小众而边缘的汽
车品类，社会上也没有形成稳
定而成熟的房车文化。房车也
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和扶
持。

这一业态被写进我省十三五规划

一起在户外做大锅饭，真是少有的体验。

有音乐特长的朋友表演才艺，大家玩得好不热闹。

野外露营已成为一种逐渐被大家接受的休假方式

和家人一起在户外支个帐篷，感受大自然，最惬意不过。

□记者 李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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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五洲行露云娜美房车露营地
类型：城市型
地址：郑州雁鸣湖景区

洛阳白云山自驾游营地
类型：山地型露营地
地址：嵩县车村镇

郑州诺优房车黄河湿地露营公园
类型：城市型
地址：郑州黄河滩区

河南大中原生态汽车公园
类型：城市型
地址：河南省长葛市

河南五色蚌自驾车房车露营地
类型：乡村型
地址：信阳市潢川县

河南省小浪底房车自驾车露营地
类型：山地型
地址：洛阳市孟津县

河南省老界岭国际房车小镇
类型：山地型
地址：南阳市西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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