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旅行社旅行社：：改变组织方式改变组织方式

33月月2121日日，，5050位由散客拼成团的位由散客拼成团的
旅客戴着口罩旅客戴着口罩，，在逐一检查健康码并在逐一检查健康码并
测量体温后上车前往雁荡山景区测量体温后上车前往雁荡山景区。。这这
是乐清青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是乐清青旅国际旅游有限公司（（以下以下
称称““青旅青旅””））复工后的首个旅行团复工后的首个旅行团，，
和以往不同和以往不同，，疫情的发生也影响了旅疫情的发生也影响了旅
行团的安排方式行团的安排方式。。

““现阶段旅客将出行的安全性放现阶段旅客将出行的安全性放
在首位在首位，，我们更要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我们更要在提供服务的同时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负责出团的詹女负责出团的詹女
士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士告诉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为了保为了保
持卫生健康持卫生健康，，旅行团将十人一桌的团旅行团将十人一桌的团
餐改为由旅客自行点菜餐改为由旅客自行点菜。。而旅客多为而旅客多为
家庭或亲朋好友组成家庭或亲朋好友组成，，现在午餐以每现在午餐以每
个小团体为单位分桌解决个小团体为单位分桌解决，，不组织全不组织全
团按人数共同进餐团按人数共同进餐，，避免旅客在就餐避免旅客在就餐
时与陌生人接触时与陌生人接触。。

““青旅青旅””负责人杨旭忠表示负责人杨旭忠表示，，根据根据
省里的文件省里的文件，，乐清部分旅行社已恢复乐清部分旅行社已恢复
营业营业，，但跨省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业但跨省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业
务及务及““机票机票++酒店酒店””旅游业务除外旅游业务除外。。目目
前大多数为自由行前大多数为自由行，，散客成团基本是散客成团基本是
以家庭游为主以家庭游为主，，人数基本为人数基本为5050人左人左
右右。。目前推出的旅游产品主要是雁荡目前推出的旅游产品主要是雁荡
山一日游山一日游、、文成一日游等文成一日游等。。

旅游产业的复苏也带来了新的挑旅游产业的复苏也带来了新的挑
战战。。乐清天马旅行社负责人张星权在乐清天马旅行社负责人张星权在
对恢复省内游感到高兴的同时对恢复省内游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有也有
担忧担忧。。他表示他表示，，不能够跨省经营对于旅不能够跨省经营对于旅
行社来说能做的产品比较有限行社来说能做的产品比较有限，“，“大部大部

分市民会选择短途出游分市民会选择短途出游，，本地居民很本地居民很
少会跟团少会跟团，，而且一般当天往返不涉及而且一般当天往返不涉及
住宿住宿，，利润空间有限利润空间有限。”。”

““这段时间天气转好这段时间天气转好，，疫情的阴霾疫情的阴霾
也渐渐散去也渐渐散去，，许多市民也希望能出去许多市民也希望能出去
走走走走。”。”詹女士说詹女士说，，除了温州境内的路除了温州境内的路
线外线外，，目前公司已陆续接到出发新昌目前公司已陆续接到出发新昌、、
临海等地的旅行团临海等地的旅行团，，虽然都以当天往虽然都以当天往
返为主返为主，，但这也预示着旅游市场在逐但这也预示着旅游市场在逐
渐回暖渐回暖。。

餐饮住宿餐饮住宿：：亮出鲜明特色亮出鲜明特色

前日前日，，春日温暖春日温暖，，位于白石水库附位于白石水库附
近的白石近的白石农家乐迎来了一群老顾客农家乐迎来了一群老顾客。。
赏春色湖景赏春色湖景、、品尝农家乐品尝农家乐，，看似平常看似平常
的郊游赏景让一行人感受到久违的惬的郊游赏景让一行人感受到久违的惬
意欢畅意欢畅。。同样展露笑颜的同样展露笑颜的，，还有农家还有农家
乐的主人乐的主人。。阿晓和家人经营这家农家阿晓和家人经营这家农家
乐已有乐已有1515个年头个年头，，这场疫情让今年这场疫情让今年
变得与往年有些不同变得与往年有些不同。“。“以往这个时以往这个时
候生意不错候生意不错，，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但是今年受疫情影响，，
最近客流量不大最近客流量不大，，来的主要是老来的主要是老
客客。”。”他说他说，，这两天重新营业后这两天重新营业后，，一一
餐的接待量大概只有五六桌餐的接待量大概只有五六桌。“。“因为因为
农家乐就设在自己家农家乐就设在自己家，，员工也都是家员工也都是家
人人，，成本压力相对小一点成本压力相对小一点。”。”他说他说，，
为了做好防疫措施为了做好防疫措施，，他们增加了人员他们增加了人员
信息登记环节信息登记环节，，推行使用公筷公勺推行使用公筷公勺，，
并减少每桌的就并减少每桌的就餐人数餐人数，，增加就餐人增加就餐人
员之间的距离员之间的距离。“。“我们这儿位于景区我们这儿位于景区，，
房子前面无遮挡房子前面无遮挡，，可以看到水库可以看到水库、、道士道士

岩等景点岩等景点，，还可以在我们的小花园赏还可以在我们的小花园赏
花拍照花拍照，，风光环境还是挺有优势的风光环境还是挺有优势的。”。”
他笑道他笑道，，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他们还推出了时令他们还推出了时令
野菜野菜、、特色美食等招牌菜特色美食等招牌菜，“，“接下来的接下来的
客流肯定会慢慢回升的客流肯定会慢慢回升的。”。”他充满信心他充满信心
地说地说。。

在龙西乡散水阁民宿在龙西乡散水阁民宿，，掌柜叶立掌柜叶立
静正忙着做营业准备静正忙着做营业准备。“。“春节到国庆期春节到国庆期
间间，，是我们这儿的旺季是我们这儿的旺季。”。”他说他说，，往年这往年这
个时候个时候，，常常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常常出现一房难求的情况。。

““我们这儿环境清幽我们这儿环境清幽，，又有石斛特色又有石斛特色，，
具备较好的康养条件具备较好的康养条件。”。”他说他说，，这次疫这次疫
情让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情让大家对健康更加关注，，这也成为这也成为
他们谋划发展的新思路他们谋划发展的新思路。。为此为此，，他们在他们在
对房间价格进行调整的同时对房间价格进行调整的同时，，加入药加入药
膳套餐膳套餐，，内容包括石斛老鸭汤内容包括石斛老鸭汤、、石斛鲜石斛鲜
条等条等。。他们还在大厅改设小桌他们还在大厅改设小桌，，降低就降低就
餐人员密度餐人员密度，，采取分餐制等采取分餐制等，，加强疫情加强疫情
管控管控。。

旅游项目旅游项目：：推出优惠礼包推出优惠礼包

日前日前，，记者来到淡溪镇梅溪村记者来到淡溪镇梅溪村，，在在
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村两委干部的带领下，，村民们正忙着村民们正忙着
整治村内环境卫生整治村内环境卫生，，干得热火朝天干得热火朝天。。

多年来多年来，，淡溪镇和梅溪村推出美淡溪镇和梅溪村推出美
丽乡村建设丽乡村建设，，做足做足““状元文章状元文章”，”，特色人特色人
文旅游的知名度逐渐打响文旅游的知名度逐渐打响。。然而这场然而这场
疫情迫使其按下疫情迫使其按下““暂停键暂停键”。”。

““停止对外开放停止对外开放，，游客进不来游客进不来，，
势必会减少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势必会减少村集体的经济收入。。不过不过
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我们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加快村庄环加快村庄环
境建设提升和基建项目境建设提升和基建项目、、修复工作的修复工作的
推进推进。”。”该村村委会主任王强介绍该村村委会主任王强介绍，，
目前目前，，梅溪村依旧还未对游客开放梅溪村依旧还未对游客开放，，
但村内乡村旅游基建项目但村内乡村旅游基建项目、、修复项目修复项目
在淡溪镇党委在淡溪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启政府的支持下早已启
动动。。

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目前目前，，梅溪村内正在梅溪村内正在
修复两条仿古石板路修复两条仿古石板路，，一条从状元牌一条从状元牌

坊到王十朋纪念馆坊到王十朋纪念馆，，另一条则是从梅另一条则是从梅
溪草堂到状元手植樟溪草堂到状元手植樟，，项目已进入招项目已进入招
投标阶段投标阶段，，将在两个月后动工将在两个月后动工，，修复好修复好
后可以给游客带来新体验后可以给游客带来新体验。“。“梅溪书院梅溪书院
和状元文化展示馆也即将动工修复和状元文化展示馆也即将动工修复，，
投资投资20002000多万左右多万左右。。同时同时，，村内还将村内还将
打造一条乡村振兴文化旅游休闲街打造一条乡村振兴文化旅游休闲街。。
不久后不久后，，梅溪将以更优美的环境梅溪将以更优美的环境、、更贴更贴
心的服务吸引更多游客的到来心的服务吸引更多游客的到来。”。”王强王强
憧憬道憧憬道。。

雁荡山飞拉达项目基地也以全新雁荡山飞拉达项目基地也以全新
的面貌欢迎着远方游客的到来的面貌欢迎着远方游客的到来。。自自33
月月1515日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后日基地正式对外开放后，，短短短短
1010天内天内，，这个这个““网红网红””打卡点已迎来了打卡点已迎来了
几百人次游客几百人次游客。。其中其中，，游客最多的一天游客最多的一天
达到了五六十人次达到了五六十人次，，这让项目负责人这让项目负责人
方兴元开心不已方兴元开心不已。。

方兴元介绍方兴元介绍，，去年底去年底，，直达景区的直达景区的
道路和新停车场建成道路和新停车场建成，，方便游客进出方便游客进出。。
正式对外开放前正式对外开放前，，景区内还做了不少景区内还做了不少
修复工作修复工作，，更换更换、、加装了飞拉达线路上加装了飞拉达线路上
的自动拍照装置以及加装防雷电装的自动拍照装置以及加装防雷电装
置置，，进一步提高游玩安全性进一步提高游玩安全性。。

据悉据悉，，景区在做好严格的防疫和景区在做好严格的防疫和
安全措施的同时安全措施的同时，，还为游客送上了不还为游客送上了不
少少““优惠大礼包优惠大礼包”，”，对全国医护人员免对全国医护人员免
费开放半年费开放半年，，时间到时间到20202020年年88月月3131
日为止日为止。。另外凡是赴湖北的医务工作另外凡是赴湖北的医务工作
者免费到者免费到20202020年年1212月月3131日日。。针对普针对普
通游客通游客，，门票价格也有一定的优惠力门票价格也有一定的优惠力
度度，，其中其中AA线路由原价线路由原价 260260 元降为元降为
100100元一位元一位，，BB线路由原价线路由原价380380元降元降
为为150150元一位元一位。。

““疫情期疫情期，，为了更好地推广飞拉为了更好地推广飞拉
达达，，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红利给村民带来更多的经济红利，，我们我们
首次尝试在官方抖音平台播放宣传首次尝试在官方抖音平台播放宣传
片片。。同时同时，，将目光对准本地游客将目光对准本地游客，，加大加大
对各大企业的推广力度对各大企业的推广力度，，将飞拉达游将飞拉达游
玩路线纳入全市职工疗养路线范围玩路线纳入全市职工疗养路线范围
内内。”。”方兴元说方兴元说。。

口罩未摘 但花已开

乐清旅游业复苏进行时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文
通讯员 蔡宽元/摄

3月23日是浙江韩宇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复工
“满月”的日子。当天，在位于城东街道产业功能
区的韩宇光电生产车间里，工人们穿着蓝色工服，
带着口罩紧张地忙碌着。复工以来，这家企业已抢
得华为、小米等国产自主手机品牌订单4000余万
元，较去年同期增长40%。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如何实现突
围，率先抢抓市场订单？韩宇光电总经理卢金清的
回答一语中的：“这跟公司这些年的科技投入有直
接关系。”

这家成立仅七年的“年轻”电子配件企业，早
在2015年便启动了“机器换人”工程，每年投入
数百万元采购先进仪器，加大技改力度。

在该公司智能检验车间，记者看到八台洗衣机
般大小的仪器正在运作，两名工作人员在仪器上轻
触按钮实现操控。

“这八台仪器的产量相当于150个工人工作
量。”卢金清指着设备告诉记者，韩宇光电是一家
专业生产LED支架的制造企业，由于产品生产精
密，对员工的要求极为苛刻，比如产品检测员需为
18-30岁之间的年轻人，视力必须在1.0以上。

为此，韩宇光电成立研发小组，自主研发生产
线。原先近百人的车间，如今只需三四名员工看守
即可。

在机器换人的同时，韩宇光电积极组建研发团
队，加强产品研发，仅去年技改投入即达3000万元，
目前该企业已有各种专利十多个。

有了领先的技术，才有抢占市场的话语权。韩宇
光电总工程师王勇告诉记者，对于触摸屏而言，背光
源是其对比度、色彩饱和度等关键显示指标的重要
保证。韩宇光电最新研发的“2204型”手机背光源支
架，因精密、敏锐等优势，令手机触屏手感更精准、更
舒适，成为华为、小米等诸多国内手机品牌的指定供
应商。

疫情发生后，电子产品销量不减，知名合作商的
订单纷沓而来。为了及时赶回复工，韩宇光电的员
工千里拼车赶回乐清。复工首日，韩宇光电产能就恢
复到了70%以上，现产能已达100%。

如今韩宇光电生产一线都在加班加点赶订单，
公司又新招了10多名一线员工。“这次疫情正好印
证了韩宇光电多年来坚持进行智能化技术改造的成
果，同时也加强了我们进一步加强智能化技改的决
心！”卢金清说，从这个月的销售情况看，他有信心今
年产值提升40%。

3月25日，浙江天超电器有
限公司内，一箱箱打包好的产品
被搬进货车，运往外地。该公司
自复工以来，按时保质保量出
货，目前已发出货物30多批次，
合计1295件，价值近千万元。据
悉，该公司在复工前综合预判，
大批量采购进口专用零件、原材
料，并制定复工复产防疫预案。
复工复产后，该公司在有关部门
帮助下及时联系运输公司，包专
车赴重庆、成都、贵州等地接回
一线员工。在抓好防控疫情、安
全生产的同时，该公司严把质量
关，推进产能迅速恢复。

通讯员 林丹 摄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郑茜）近期，
由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中国
房地产测评中心联合主办的“2020中国房地产
500强测评成果发布会暨500强高峰对话”在线展
开。会上，被誉为建筑部品领域“奥斯卡”的
《2020中国房地产开发企业500强首选供应商服务
商品牌测评研究报告》正式揭晓。德力西电气名列
榜单建筑电气类三甲，这已是该企业连续7年蝉联
此奖，展现出领军企业的强劲实力。

作为房地产行业广泛合作的供应商，德力西电
气直击市场需求，推出更具性价比的绿色智能高精
尖产品，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完善解决方案，持续
成为房地产行业的优选供应商品牌。据悉，今年的
测评活动新增了推荐率数据与优采大数据系统和测
评系统，并扩大评审会覆盖面，考核机制与标准更
加科学、客观、精准。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丽娟） 眼下的浙江大地上，正徐
徐展开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的“全景画
卷”。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今
年浙江春季乡村旅游权威攻略，向广
大网友在线推荐54条线路、200多

个站点，涵盖乡村吃、住、玩、购等
休闲旅游信息。温州有4条线路入
选，其中，乐清的探花赏莓尝斛、追
寻霞客踪迹2日游线路就是其中一
条。

乐清探花赏莓尝斛、追寻霞客踪

迹2日游线路，主要特色为农业观
光、采摘，品尝海鲜，特色茶村，古
道徒步，景区名胜。

线路安排为：第一天：沈海高
速——雁荡山出口——清江北塘现
代农业园区——参观江沿村 （李花

谷，3月份李花季节）——富岩头农
家乐特色海鲜——徒步筋竹涧——
北宋古刹能仁寺 （入住能仁村民
宿）；第二天：能仁生态茶园——能
仁客栈——石门潭——大荆聚优品
石斛文化园。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
海燕）3月25日，在浙江德盛智能装备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对最
新研发的口罩机进行组装。“这是西安
一家公司预订的口罩机，再过几天就可
以发货。”该公司总经理刘德彬说。

浙江德盛智能装备科技有限公司
是一家以先进自动化智能装备制造技
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企业，除了为德国

西门子、马夸特等公司提供近千万元的
智能制造设备，还为乐清本地企业提供
电气、电子智能化生产设备。受疫情影
响，口罩市场需求量激增，刘德彬寻思
着研发口罩机。利用市场的技术和自身
的优势，他于2月初迅速组织公司核心
技术骨干研发设计生产“一出二”口罩
机。短短二十几天，口罩机投入使用，每
分钟可生产100只口罩，日产能达10

万只。随后，他们又改进技术，仅用5天
就研发出具备自动送料、自动压边缝
合、自动焊接、自动裁剪等功能的二代
口罩机。二代口罩机通过自动化技术，
取代之前的人工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
效率。口罩机从“一出二”到“一出四”，
性能和稳定性翻倍提升，产能升级到每
分钟300只，日产可达30万只。

“为了赶进度，所有研发人员从

研发开始没有休息过一天，经常加班
到凌晨，突破技术难关。”刘德彬说，
现在工人们在赶生产进度，依然日夜
加班。“从下单到发货，只需要20天
时间。”他告诉记者，听闻“德盛”生
产口罩机的消息，顾客们纷纷下单求
购，已经进入量产阶段。其中一代机
器已于3月5日发货，二代机器订单
金额近500万元。

本报讯(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孔丽琴 通讯员
郑新煜)近日，温州市政府办公室公布了2019年度
温州市农业龙头企业、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示
范性家庭农场和粮油骨干企业名单。来自我市的乐
清市芳芯绿雁茶叶有限公司等4家农业龙头企业，
乐清市岭底枇杷专业合作社等3家农民专业合作
社，乐清市象阳丰富家庭农场等3家家庭农场成功
入选该名单。

据了解，农业龙头企业、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
社、示范性家庭农场和粮油骨干企业，对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和保障我市粮食安全起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乐清加强政策引导和培育力度，扶持农业
龙头骨干企业和示范性农业经济组织做大做强。目
前乐清已经建成37家温州市级农业龙头企业、42
家温州市级农民专业合作社、24家温州市示范性
家庭农场、4家温州市粮油骨干企业。

探花赏莓尝斛 追寻霞客踪迹

乐清这条旅游线路省里推荐

复工满月
订单量同比增四成
这家企业怎么做到的？

乐清新增10家温州
市级农业经营主体

这家乐企实力强

研发口罩机 五天就迭代

保质保量
按时出货

500强房企供应商品牌揭晓

德力西连续七年蝉联

■■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乐清日报全媒体记者 林伊格林伊格 蔡甜甜蔡甜甜 陈青陈青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旅游行业遭遇了一场旅游行业遭遇了一场““寒冬寒冬”，”，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旅游行业也迎来了复苏的旅游行业也迎来了复苏的““春天春天”。”。

““云旅游云旅游””线上直播推广旅游资源线上直播推广旅游资源、、调整价格推出惠民活动调整价格推出惠民活动、、改造提升环境面貌……乐清旅游相关行业及旅游项目主改造提升环境面貌……乐清旅游相关行业及旅游项目主

体主动出击体主动出击，，寻求发展新机寻求发展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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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工人操控多台机器。

游客体验飞拉达。方兴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