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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新形势下，夜间经济正成为
城市竞争的新赛道。发展夜间经济，其
效益不言而喻。但拥挤的街区、嘈杂的
人流也会增加城市管理难度，考验着政
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规划能力。

伦敦打造了世界领先的夜间经济
文化集群，开放与多样化的规划管理
方式是其重要支撑，还成立了由各种
政策专家和行业领袖组成的夜间工作
委员会，来平衡相关群体的利益诉求；
阿姆斯特丹以自由开放的夜生活闻名
于世，还开创性地任命了“夜间市长”
来监督“晚九朝五”的夜间经济活动，以
确保夜生活和城市生活的其他部分能
够共存……

如何善用夜间经济之利而避其害?
首先是政府要当好“管理员”和“服

务员”。合理布局城市空间，解决好治
安、噪音、垃圾等问题，平衡好夜间消费
者、从业者与居民和谐相处的问题；其次
是对业态、业户及经营环境进行系统规
划，将宏观指导和市场机制进行有机的
结合；同时，还要注重挖掘文化价值，打
造无法复制的品牌特色，实现城市设施、
要素、功能的优化配置。

发展夜间经济
需趋利避害

□韩毅

夜景是重庆的一张王牌，发展夜间经济
也是向王牌要“含金量”的可行之举。但在发
展过程中，如何让鼓励发展与有效管理有机
结合？在满足市民与游客精神文化需求的同
时，如何通过促进安全、包容和尊重来平衡游
客和居民的需求？

在重庆众多夜间经济产品中，洪崖洞是
一个拳头产品。在洪崖洞景区管理公司总经
理张奇看来，流光溢彩的灯饰只是其“走红”
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巴渝文化、美食文化、
建筑文化三大特色文化赋能的结果。看灯，
只是一种表象，古巴渝十二景中“洪崖滴翠”
的历史积淀，铜雕、浮雕、古道、建筑的巴渝特
色，丰富的文创产品，特色地方美食文化等，
才是造就其强大吸引力的原因。

吴普坦言，重庆在推动夜间经济发展上，
有资源、有底气、有自信。山城夜景是重庆的
独有资源，在全国名列前茅的游客流量则是
消费保证，地域文化产生的吸引力有效而持
久。不过，重庆目前还没有完全将这些优势
发挥出来，拳头产品还不够多，市民和游客潜
在消费并没有完全释放。

发展夜间经济，还要推动文化旅游真融
合、深融合，让文化为旅游业赋能，深度挖掘、
提炼和表达特色文化、本地文化，多维度营造
旅游体验空间，打造一批具备可亲近性、可触
摸性、可体验性的项目。

市政府旅游发展高级顾问、重庆旅游发
展研究中心主任罗兹柏表示，重庆发展夜间
经济，需要进一步升级两江游产品，延长游船

航线，丰富旅游码头，使之成为像南京秦淮河
一样的标志性品牌；打造品牌旅游演艺项目，
要策划、包装、打造出一批特色文旅体融合项
目，让“一部剧”“一场比赛”“一次展览”成为
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此外，重庆发展夜间经济，还需要对夜景
进行提档升级，在内涵上做文章。重庆中旅
集团总经理廖伟建议，应把人文历史元素融
入到重庆夜景中，用灯光来讲述重庆故事。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秦定波
表示，为了让旅游从“过路经济”进化到“过夜
经济”，全国各地都做了诸多尝试。今年，重
庆也将在“精”“惠”“扶”“推”四个字上着力。

在“精”字上着力，就是抓实产品有效供
给，深度打磨原创剧目，精心培育文化旅游演
艺剧场，大力开展国际马戏城、川剧艺术中心
等驻场文化旅游演出，推出更多具有强大旅
游市场影响力的演艺精品。

在“惠”字上着力，抓实文旅公共服务。
推进公共服务设施便捷化，建好用好一批24
小时图书馆，重点支持文化馆、图书馆、博物
馆、纪念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进行旅游
开放等。

在“扶”字上着力，抓实产业优化发展，鼓
励文化和旅游企业深度对接，积极引导文化
企业经营开发文化旅游产业等，推动全市旅
游产业做大做强做优。

在“推”字上着力，抓实项目落地见效，打
造“水上巴士”快速观光游船，开发“旅游+”和

“+旅游”产品和集群等。

建言

3月2日23时，洪崖洞观景平台上，
操着天南地北口音的游客依旧熙熙攘
攘。“我就是冲着重庆夜景来的。”一位上
海女游客表示，她此行亲眼见证了重庆
的万家灯火犹如漫天星河，跨江大桥宛
如游龙，确实美得无话可说。

在携程旅游网上，一位网名“梅园小
筑”的旅游达人在游记中写道：经灯火辉
煌的南滨路上到南山一棵树，天下夜景
尽在渝州，满城的灯光洒落江心，让你分
辨不清何处是水、何处是岸。错落有致
的渝中半岛像一块五彩的宝石，镶嵌在
长江和嘉陵江之间。

而在台湾一档旅游节目中，主持人
亲身体验了重庆的夜景、美食、夜生活之
后，更是打出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都
不及重庆的灯火辉煌”的标题，吸引无数
观众。

重庆日报记者在携程、途牛、驴妈妈
等旅游网站检索发现，评分和点击量高
的重庆游攻略与游记中，几乎都把重庆
夜景作为了重要内容，相关文字也大多
是溢美之词。

“如果说白天是重庆的A面孔，夜
晚就是重庆的B面孔。”中国旅游研究
院战略研究所所长吴普说，随着大众旅
游时代的到来，从前“白天看庙，晚上睡
觉”的旅游模式发生了根本改变，夜游
已成为游客体验旅游目的地的重要途
径和内容。

但在重庆夜景“热”的表象下，也
需要“冷思考”。来自市文化和旅游发
展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8 年，重庆
接待境内外游客5.9亿人次，接待量在
全国排名中属第一梯队，但旅游总收
入只有 4300多亿元，远不及北京、上
海等地，也赶不上毗邻的四川、贵州等
地。重庆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仍有很大
的提升空间。

与此同时，随着交通日益便利，
让游客城际流动变得更加快捷，也让

“朝至夕归”的旅游成为可能。如何
补齐“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短板，
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让“游玩”向

“消费”转变，也是重庆需要着重解决
的课题。

有研究数据表明，60%以上人群的
主要消费发生在夜间，夜间消费比白天
消费的含金量更高。由财富品质研究
院、夜界传媒、美团发布的《中国夜经济
产业报告》也显示，与一般消费者相比，
夜间经济核心消费者的特点是年轻、自
由、收入高、消费多样化。

夜间经济，已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片
新蓝海，国内许多地方都在大力开发夜
游产品，发展夜间经济。上海、南京、天
津、北京等城市近年来更是相继推出促
进夜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将其作为推动
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展现城市文化
底蕴的新亮点。

思考

“夜间经济”是源自20世纪
英国为改善城市中心区夜晚空
巢现象提出的经济学概念，指发
生在当日18∶00到次日6∶00，以
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为消费主
体，以休闲、旅游观光、购物、健
身、文化、餐饮等为主要形式的
现代城市消费经济。

尽管目前重庆尚无专业机
构对夜间经济进行专项研究和
数据统计，但在实地采访中，重
庆日报记者已深切感受到这种
新经济形态背后的汹涌商机。

江北九街，每天从傍晚开
始，伴随着跳动的光影，人群开
始从四面八方向这里聚集。时
尚餐饮、主题酒吧、休闲娱乐、美
体健身、街头表演……各种新鲜
活跃的元素将这里变成一座全
民畅享的夜间乐园。

“目前，九街的日均人流量
约4万人次，节假日高峰超过6
万人次，其中60%以上为游客。

在现有的101个商户中，由外籍
人士经营的有10余家，包括法
国、韩国、泰国、土耳其等。九街
也开始成为来渝外国友人的聚
集地。”九街文化产业集团总经
理邱月朗说。

这条 2012 年才开街的街
区，为何仅短短几年时间的培
育，年营业收入就突破30多亿
元，并带动 1 万余人就业？在
邱月朗看来，瞄准夜生活、夜经
济，择取优商，不断引入新业
态，丰富产品有效供给，适应消
费新需求，打造全天候、游憩
式、慢生活的特色街区是九街
的成功秘诀。

南滨路，是重庆又一个“起
风景”的目的地。华灯初上时，
隔江遥望渝中半岛，流光溢彩，
灯光的线条映衬出山之具像、水
之灵韵、城之立体，将城市之美
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南滨路管委会副主任王岗

表示，在开发之初，即使他们免
费提供土地招商引资，问询者也
寥寥无几。此后，南岸区出台了
一系列优惠政策，从餐饮起步，
以文化突围，使南滨路向吃、住、
行、游、购、娱全方位发展。

在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引导
下，南滨路从最初的“4小时经济
活动区”，逐渐发展到8小时、12
小时，一直到今天的“24小时经
济活动区”，推动市民和游客从

“夜间游玩”向“夜间消费”转变，
形成了涵盖景区景点、城市公
园、宾馆酒店、餐饮娱乐、文化体
验等要素于一体的综合体。
2018年，南滨路主要商业体销售
额为14.38亿元，接待游客5628
万人次。

为重庆夜间经济开发提供
更多可能性的还有欢乐谷。在2
月24日结束的奇幻灯光节中，欢
乐谷打造了6大幻彩主题缤纷彩
灯，举办了“最梦幻飘雪”冰雪晶

莹大巡游、顶级烟花秀、非遗表
演、网络明星嘉年华等活动，吸
引游客60万人次，其中夜场游客
接待量达到30万人次。

除了主城区，在重庆各区
县，夜间经济同样发展得如火
如荼。2017年开街的万盛经开
区国能天街，仅经过一年多的
培育，已汇集国际影城、精品超
市、儿童游乐、休闲酒吧、时尚
餐饮、灯光秀等业态，成为当地
市民和游客的重要集聚地，日
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以巴渝
风貌为特色的合川文峰古街，
2012年建成开市，现已集合旅
游观光、特色美食、休闲娱乐等
要素，好看的、好耍的、好吃的
应有尽有，日均游客接待量突
破 3 万人次；而以江景闻名的
万州南北滨江路，更是已经形
成集休闲、健身、餐饮、住宿、购
物、旅游等为一体的城市黄金
滨水区。

夜间经济展现重庆另一种魅力
本报记者 韩毅

3000万人抢3500张门票，今
年元宵期间，故宫以一场“紫禁城
上元之夜”活动，让舆论热度一浪
高过一浪，同时也引发了“是美，
还是灯光污染”“创举是否破坏文
物”等讨论。

在旅游学界，这一“故宫现
象”更引发一股海啸般的反思潮
——随着白天工作、晚间休息传
统城市作息模式的悄然改变，城
市人群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
间，如何挖掘城市精神文化内核，

展现城市文化底蕴亮点，满足市
民与游客精神文化层面的需求，
让夜间经济成为彰显城市活力、
促进经济增长、打造城市品牌的
新引擎？

从“龙门皓月”“字水宵灯”到

两江夜游、南山观灯，重庆璀璨的
夜景已享誉国内外近300年。如
何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强
市，耕读夜间经济也是重庆的一
堂必修课。

■聚集时尚与文化元素的江北九街；流
光溢彩，集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南滨
路；妙招齐出的各区县夜间经济……各具特
色的商业形态让重庆夜间经济发展得如火如
荼

■数据显示，2018年，重庆接待境内外
游客5.9亿人次，但旅游总收入只有4300多

亿元。重庆人均旅游消费水平仍有很大提升
空间

■发展夜间经济，要让特色文化、本地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打造一批具备可亲近性、
可触摸性、可体验性的项目。同时，打造品牌
旅游演艺项目，让“一部剧”“一场比赛”“一次
展览”成为游客留下来的理由

夜间经济正处于多业态蓬勃发展中现状

如何促使
“游玩”向“消费”转变

让地域文化与旅游演艺
为夜间经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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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景是重庆的一张王牌，如何向王牌要“含金量”？发展夜间经济已成为释放消费需求、塑造城市特色
品牌、促进经济增长、繁荣文旅产业的城市新引擎，但也考验着政府的城市管理能力和规划能力——

2018年9月25日，南山一棵树观景台，游客“打卡”重庆夜景。 2月5日，沙坪坝区磁器口，游客在古镇烫火锅。 2月17日，渝北区欢乐谷，农民工在志愿者带领下“逛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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