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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蔡丽萍 浦东报道

从卖食品到卖房、卖车，团购已经成为众

多商家一项经销手段。近日，记者在许多团

购网站上看到，跃民酒店、浦东人家等浦东的

传统饭店也加入了团购大潮。

上海跃民大酒店，是浦东一家有着20几

年历史的传统餐饮老店。近日，其分别在糯

米网、窝窝团等多家团购网上发布团购信

息。糯米网上，跃民大酒店 8-10人的套餐，

原价 1679元，团购价仅需 799元；而在窝窝

团，“仅 128元！享原价 350元跃民大酒店 4
人套餐”。这些套餐基本上都以 4-5折的价

格在促销。跃民酒店总店负责人表示，跃民

的各类团购从今年开始发起，参加的人数也

很多。但团购的利润较低，主要是希望借此

吸引人气。

拥有10几年历史的“浦东人家”，在大众

点评网上推出“价值 633元 5-6人套餐仅售

188元”的活动。同样是老字号的上海五芳

斋（创建于清咸丰八年，公元 1858年），2000
年在原来精品粽子、特色糕团的基础上，推出

五芳斋新春家宴和江南风味菜肴，近日也在

大众点评网等团购网站推出“仅售 699元,价
值1499元10人套餐”的团购活动。

据业内领团网统计，2012年 4月餐饮美

食团购交易额高达 5.75亿元，涨幅达 37.9%，

上海、北京是团购热门城市。

上海餐饮行业协会秘书长金培华表示，

现在餐饮行业不是很景气，团购是个很好的

营销模式。但它同时也是把双刃剑，一方面

对提高人气、品牌推广有积极作用，另一方面

也可能会导致商家为保证盈利以次充好，影

响品牌形象。

■见习记者 黄广萌 浦东报道

暑期临近，一些旅行社和旅游网站纷纷

推出各种有特色的旅游线路。记者了解到，

预计暑期出游高峰将出现在6月下旬，亲子类

主题乐园游门票抢手，欧洲名校游成为热门。

主题乐园，历来是学生和孩子们的最

爱。记者从驴妈妈旅游网获悉，目前国内不

少主题乐园的门票已预订了不少。上海欢乐

谷从 6 月 1 日至 29 日举办“减压欢乐行”活

动，推出“呐喊擂台赛”、“青春无敌毕业班”等

一系列比赛。境外的主题乐园同样预订火

爆。携程针对暑期亲子的“香港迪斯尼酒

店＋海洋公园4日纯玩舒适团”，上海出发报

价 4600元起，其中包括一晚迪斯尼酒店、迪

斯尼自助早餐、2日入园门票。锦江旅行社

推出的台湾双主题乐园生态欢乐亲子 6 日

游，报价在5000多元，目前6月下旬的团已经

截止报名。

欧美旅游线路预订火爆。携程的匈牙

利、捷克、奥地利等线路，7、8月份旺季的出

发团队已经多数售罄。30多个赴美团队售

罄，7月出发也只剩个别团队有名额，8月出

发的团队正处于预订高峰。其中，欧美名校

游线路，也一直是暑期游的常规项目。招商

银行联手爱嘉途旅游网，推出遍访美国顶尖

名校 15天游学之旅，报价在 2.55万元；加州

多明戈英语学习营15日游，报价在3万元。

暑期旅游渐升温
欧洲名校成热门

浦东传统饭店
跟上团购潮流

■特约通讯员 陈志强 本报记者 潘永军

果树葱绿，草色青青，一群头顶凤冠、

脚生羽翼的鸡在林下悠闲觅食。最近，在大

团镇团新村二组，这些被称为“贵族”的

鸡，进入寻常百姓的餐桌了。

这是什么鸡？53岁的鸡场主人韩钢，

是一位从市区来农村创业的中年汉子，他介

绍说：“这是中华宫廷黄鸡。”

城里人到乡下养鸡

去年，“上海人”老韩作出了令朋友惊

讶的决定，到“乡下”去养鸡。

养什么鸡？老韩想到了中华宫廷黄鸡。

这种鸡又称北京油鸡，是我国珍稀的古老鸡

种，外貌独特，嘴长胡须，腿长毛，俗称

“三毛”；更奇的是大腿关节处和爪上长翅

羽，行走似舞。加上其肉质鲜嫩，味道鲜

美，曾为清朝皇宫御膳用鸡，被誉为“天下

第一鸡”。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由于这种鸡

生产周期长、产蛋量低、饲养成本高，农民

不愿养，数量急剧减少。

老韩看到了其中的商机。他的一位朋友

在大团镇团新村租地搞了一个占地2.67公顷

的休闲农庄，种植了许多果树。老韩就与朋

友合作，探索在果树下放养中华宫廷黄鸡。

2011 年 9 月，老韩引进了第一批 1000
只中华宫廷黄鸡。老韩的养鸡方法与众不

同，他在果林里安置了几个钢管大棚，白天

让鸡在田野里自由觅食，傍晚鸡会自己回到

大棚里休息。

做知识型的农民

“鸡饲料都是我自己配置的。”老韩购置

了粉碎机等设备，自己配置由谷麦、玉米、豆

类和芝麻饼等组成的鸡饲料，更重要的是，他

引进一种生物菌，饲料经生物菌发酵处理后

再用来喂鸡。这样不仅能提高饲料的营养价

值，而且更有利于鸡的健康成长。他还引进

了黑麦草、三叶草种植在果林下，这些绿叶草

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又是鸡喜爱的食物。

根据“休闲农业”的理念，老韩留出光长

草不养鸡的“休闲空地”，采取了“轮流放养”

的模式，确保散养鸡有良好的生长环境。老

韩还请教专家，学会了用中草药为鸡防病治

病的方法。

令人惊奇的是，养鸡场内闻不到臭气，也

看不到苍蝇或蚊子。细问才知使用了“秘密

武器”——微生物菌。“鸡粪经生物处理后全

部制成有机肥，实现臭气污水零排放。”老韩

介绍，他引进了一种特殊的微生物菌，将微生

物菌洒在鸡的棚舍和鸡粪中，经过耗氧发酵

处理，鸡粪就可变成没有臭味的有机肥。

鸡在果林里享受着开阔的空间，整天

奔走运动，啄食青草和昆虫。采用“自然

生态”的方法养鸡，长势较慢，但能确保

质量。养足了 6 个月后，黄鸡出落得毛色

光亮、体格健壮。这种鸡肉质鲜香，市区

几家酒家饭店用了老韩的散养鸡，很受食

客青睐，尽管老韩的鸡要卖到上百元一

只，但供不应求。老韩介绍，这里的鸡蛋

也很受欢迎。

如今，老韩的养鸡规模扩大至 3000
只。当地的许多老农参观了老韩的养鸡场

后，称赞老韩是“知识型的农民”。

“贵族鸡”摆上
市民餐桌

■本报记者 陈烁 浦东报道

近期，黄金珠宝类展会在世博展览馆扎

堆出现。5月中旬，国内三大珠宝展之一的

2012上海国际珠宝首饰展览会举行，吸引了

国内外众多珠宝展商。时隔半月，6月 1日至

4日，上海黄金珠宝玉石首饰展又在此登场。

6月中旬，从中国婚博会婚嫁首饰节基础上发

展而来的首届“中国名牌珠宝消费节”也将亮

相。

上周末，在珠宝玉石展会上，不少市民表

现出了较高的购买热情。在一家来自香港的

翡翠展位前，一对母女对一枚翡翠戒指产生

了兴趣。展位工作人员介绍，这枚翡翠戒指

比照市场价打了 8折，但售价仍要 4.8万元。

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该顾客当场买下了这

枚戒指。

同时，因长期对珠宝玉石进行投资研究，

不少市民也表现出了相当专业的买家姿态，

很多都带着镊子、手电筒等专业的珠宝鉴定

工具。一位老伯向记者介绍翡翠鉴别知识

时，说起翡翠的颜色等级、透明度等如数家

珍，吸引了不少“听众”，连展商也忍不住连连

点头。不过这位老伯却表示，自己并不是专

业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只是感兴趣，长期收藏

珠宝玉石研究得来的经验。

据了解，我国珠宝首饰行业去年销售总

额达到 2500亿元，同比增长 13.64%。在经济

动荡消费市场低迷的当下，中国内地珠宝市

场却看涨，很多资金开始转到珠宝投资。上

海黄金珠宝业去年销售额也突破400亿元，业

内预计今年还有望再创新高。因为现代服

务、商业氛围的成熟，较强的居民消费能力，

上海的珠宝零售业年销售额占到全国的1/5，
被认为是中国主要的珠宝首饰消费集散地，

并有效带动了华东地区的消费群。

一项展览业的统计表明，贸易展会已成

为珠宝销售的一大途径，贸易成交额仅次于

直销。而且，展会是出口商销售产品的重要

途径。各种营销方式中，展会是出口商接触

买家的重要渠道。90%的被调查采购商认为，

展会是采购信息最重要的来源；超过四分之

一的买家在展会上购置产品。在此次珠宝玉

石展上，就有不少来自缅甸、斯里兰卡等国的

珠宝销售商前来参展。

上海黄金珠宝玉石首饰展的主办方表

示，因市场反响良好，以后每月都将在世博展

览馆举办一次珠宝玉石展。

浦东酒店推出艺术文化之旅

两月三场 珠宝展扎堆世博展馆
近期黄金珠宝类展会在世博展览馆扎堆出现。 □本报记者 张弦/摄

一名顾客正在使用iPod nano收听艺术展介绍。 □实习生 李元鹏/摄

补贴新政落地 节能家电受益
■见习记者 郭洪敏 浦东报道

6月4日，财政部、工信部和发改委三部委公

布了《“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高效节能房间空气调

节器和平板电视推广目录》，家电节能补贴新政正

式落地。记者从浦东一些家电卖场了解到，从6月
1日起，商家已经开始为购买节能产品的顾客进行

信息登记，但补贴款的领取还要等待具体通知。

卖场已接受顾客登记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浦东南泉北路上的苏

宁电器卖场。由于是工作日，顾客并不多，几个

营业员正忙着将节能标签贴到电器上。卖场负

责人介绍，“节能电器推广目录”刚公布，为了让

顾客能看清楚电器是否属于“目录”范围，他们

正加紧更换电器的节能标签。

记者从发改委网站了解到，此次涉及的节

能补贴家电主要为空调和平板电脑，共有27家

企业5751个型号的高效节能房间空气调节器，

15家企业 1460个型号的高效节能平板电视入

围推广目录。

“从 6月 1日起，我们已经开始为购买节能

产品的顾客办理登记服务，等到总部下发具体

的补贴目录后，再为顾客兑现补贴金额。”苏宁

电器卖场负责人说。记者了解到，这也是目前

本市各大家电卖场的共同做法。

记者从苏宁电器总部下发的一份《关于连

锁店节能补贴操作指导》文件上看到：“消费者

在购买产品时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签署

已获得补贴并承诺配合有关检查意见的承诺

书，才能将补贴金兑换给消费者。”据苏宁方面

介绍，留存顾客身份证复印件和承诺书，将是后

期卖场和工厂结算、工厂和政府结算的凭证。

目前，新政策还没有对节能补贴的台数进行限

制，但是，必须保证销售的每一台商品对应一套

顾客资料（身份证复印件和补贴承诺书）。如果

顾客购买多台产品，则需要提供多张身份证复

印件并签署多张补贴承诺书。

“去年底以来‘以旧换新’政策退出，家电行

业当前整体形势不容乐观，新政的出台，对提升

市场信心有很大帮助。能花更少的钱，买到更

节能的产品，对消费者来说，还是颇具吸引力

的。”苏宁电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家电卖场的网

上商城暂不享受节能补贴优惠。

补贴方式为折扣让价

记者了解到，本次补贴采取的是成交价折

让的方式。即事先折扣，而不是通过返现的方

式补贴消费者。打个比方，某型号电视机成交

价3000元，可以享受补贴300元，消费者只需支

付2700元。

国家对家电企业的补贴也设定了一定的门

槛。根据新政规定，近 3年内在国家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和国家能效标识市场专项检查中，该

品牌的空调产品无不合格。同时，节能惠民新

政除了要求享受补贴的企业必须具备完整而成

熟的销售体系、管理体系、售后体系等之外，还

要求年推广高效节能空调数量不少于 10万台

（套）。此外，已享受“家电下乡”等其他财政补

贴政策的产品，不再同时给予补贴。

记者了解到，由于各家电卖场并没有在节

能补贴上做过多的宣传，所以，前来咨询和办理

节能补贴的顾客并不是很多，对未进入目录的

商品，目前还按照正常价格进行销售，未出现让

利促销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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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家电卖场营业员正在更换家电节能标签。 □实习生 李元鹏/摄

■见习记者 郭洪敏 浦东报道

齐白石的铁拐李造像、潘天寿的无量寿

佛、任熊的人物四屏……这不是某家博物馆

的艺术展，而是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的

大堂里新添的艺术展品。从 5月 31日起，顾

客在酒店大堂就能欣赏到这些艺术作品，还

可以通过店方免费提供的 iPod nano收听相

关介绍，享受到一场别具特色的文化艺术之

旅。

上海卓美亚喜玛拉雅酒店隶属喜玛拉雅

中心，是上海浦东一座新兴的文化艺术及商

业中心。酒店大堂之中环挂着 40件价值连

城的艺术品真迹，大多数来自证大集团董事

长戴志康的私人收藏。为了方便欣赏这些艺

术珍品，酒店预先将艺术品介绍以音频形式

录制并储存在 iPod nano上，客人可以到前

台免费借用并收听。

据了解，此次酒店大堂艺术文化之旅项

目，是即将开业的喜玛拉雅美术馆系列艺术活

动之一。酒店方表示，大堂艺术品会进行定期

轮换，届时将会有更多的艺术品不断展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