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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全区社
零总额达到 527.6 亿元，
约占全市的1/10

解 放 碑 商 圈 集 聚
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
业设施近40个，商业设施
总面积约207万平方米

截至今年6月底，超
过 1600个品牌布局“十字
金街”，其中仅国际知名品
牌就有200多个

《2019年步行街经济
报告》显示，解放碑步行街

客流量排名全国第一

《步行街改造提升工
作简报》显示，今年 1-5
月，解放碑步行街客流量、
营业额在全国11条试点
步行街中均排名第一

“转型升级看渝中”系列报道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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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爱农 向菊梅

“大热天排这么长的队，他们在等
什么？”

7月11日，解放碑“十字金街”，上
千人兴奋地守候在一家时尚大气、运动
感十足的店铺前。其中不少“铁粉”操
着四川、云南、辽宁、山东等外地口音。

这家店铺是阿迪达斯品牌中心
店——全球第五家、西南首家；上千人
的队伍，等的是一款全球限量版运动
鞋——这种限量版，只在首店首发，谁
能抢到手，足以在朋友圈里晒好几天。

首店、首牌、首秀、首发，称为商贸
领域“四首”。在全国乃至全球消费市
场，“四首”一直是各地竞相抢占的商业
商贸“制高点”。它就像一杆标尺，丈量
出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发展‘四首经济’占领‘制高点’，
软硬件升级跟上时尚潮流，这使解放碑
商圈焕发出新的活力。”8月12日，渝
中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介绍，渝中区于2019年在全市率先
启动“四首经济”，随后各大商圈也纷纷
在此方面发力。“四首经济”蓬勃发展，
折射出重庆商业商贸高质量发展的现
实，并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提供新
的助力。

重庆吸引力
“消费第三城”是怎样炼成的

近一年来，类似阿迪达斯品牌中心
店这样的首店、首发盛况，在解放碑等
重庆各大核心商圈频频上演——

2019年9月6日，重庆来福士，“智
慧新零售”苏宁极物重庆旗舰店开业第
一天，3小时内其客流量突破1.2万人
次，当日订单数超过6500单。据统计，
首店、旗舰店和概念店在重庆来福士的
占比已达到40%。

面积3.6万平方米的八一广场，汇
聚了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7家运动
大牌的西南首店或重庆首店。其拉动
作用迅速显现，如今八一广场的日均客
流量已达到2.6万人次。其中，经营面
积占整个商场一半的7家首店，吸引了
70%的客流量。

来自市商务委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目前，我市已引进全球首店4家、全
国首店8家、西南首店30家、重庆首店
130家，2019年举行品牌首发首秀活
动30余场，主要分布于解放碑、大坪时
代天街、观音桥北城天街等地。其中，
渝中区引进各类品牌首店75家，居全
市之首。

“四首”是商贸领域的引领者。它
们选择落户哪座城市，其眼光既独到、
又挑剔。而重庆——一座距离大海
2000余公里的内陆城市、一个传统的
老工业基地，为何得到“四首”的青睐？

“重庆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
点，处于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的联
结点上，中央对重庆提出了‘两地’‘两
高’目标，要求重庆充分发挥‘三个作
用’，以及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等国家战略的‘加持’，
都构成了强大的‘引力场’。”市商务委
相关负责人分析说。

在此大背景下，2019年12月，重
庆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的实施意见》，提出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的十大工程、30个方面的任务，
并制定了三年发展目标；2020年重庆
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提到要加快建

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为进一步推动流
通创新发展，今年1月市政府发布《关
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通
知》，提出加快发展“四首经济”等20条
举措……

重庆商业商贸“引力场”释放出强
大的正向效应——

据21世纪经济研究院7月初发布
的《中国十大消费城市再排名》，今年
1-5月，重庆以社零总额4269亿元的
成绩超越广州，成为仅次于上海、北京
的“消费第三城”；今年上半年，重庆社
零总额超过5300亿元，继续巩固了“消
费第三城”的地位。

其中，拥有解放碑、大坪时代天街
两个百亿级商圈的渝中区功不可没，上
半年，该区社零总额达到527.6亿元，
约占全市的1/10。数据显示，解放碑
商圈集聚1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商业
设施近40个，商业设施总面积约207
万平方米；截至今年6月底，超过1600
个品牌布局“十字金街”，其中仅国际知
名品牌就有200多个。

老品牌换新颜
主动求变得到市场认可

又一个盛夏来临，在国泰优活城市
广场，网红品牌“喜茶”解放碑店前天天
排起长队。这家店面积不大，单月销售
额却超过百万元，并带火了旁边多家店
铺。

苹果在国泰优活城市广场打造了
中国第二家圆柱玻璃体形象店，面积约
2300 平方米，这一西南地区最大的
Apple Store 零售店迅速带火了整
个LG层；B1层，随着卡西欧、名创优品
等品牌入驻，该楼层客流量实现翻倍；
B2层，随着扭玩披萨、阪神电车日式烧
肉等品牌入驻，该楼层以前平均客单价
偏低的状况也得以改变……

引进大品牌，带火一层楼甚至整个
商场——一份份漂亮的成绩单，为国泰
优活城市广场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生动
的注脚。

“进城！进城！”作为重庆最悠久、
最核心的商业地标和城市窗口，解放碑
商圈一直是重庆本地人心目中的“城”
和外地人眼中的“重庆城”，享有“西部

第一街”美誉。
但是，随着重庆城市建设的步伐加

快，越来越多的商圈涌现出来，以解放
碑商圈为代表的渝中商业商贸被不断
分流。

转型升级，迫在眉睫。
2017年底，由国泰广场更名而来

的国泰优活城市广场全新亮相。该商
场的前身，可追溯到1937年兴建的国
泰大戏院；几经扩建，变为国泰电影院；
2007年，国泰电影院拆迁，在原址规划
建设了国泰广场和国泰艺术中心，
2013年10月起逐步开业。

“由于当时国泰广场的定位及市场
原因，餐饮无特色，开业后人气并不旺，
很长一段时间，其开业率仅60%，单日
客流量仅1万人次左右。”国泰优活城
市广场招商总监刘庆回忆说。

怎么办？2017年，国泰广场投资
8000万元进行大规模改造，并更名为

“国泰优活城市广场”。其“优活”二
字，显示出全新的定位：优，入驻的品
牌要更优质、知名度更高；活，改走年
轻、时尚、潮流路线，业态更活、模式更
新。

改造后，整个商场的互动、体验新
业态由过去的接近于“零”提升至占比
3成以上，业态和功能布局更加合理，
对市场变化的适应力更强。数据显示，
从重新开业到2019年底，商场总营业
额提升了206%，客流量提升了180%；
今年二季度，商场经营迅速回暖，到6
月底总营业额已恢复至疫情前的
102%。

同为老品牌，一直稳居西部大型百
货“头把交椅”的重百，也经历了多次华
丽转身。

“重百旗下位于解放碑核心商圈的
重百大楼，所经历的每一次蝶变，既顺
应了时代的变迁，更是企业的主动作
为。”商场相关负责人说。

8月1日，重百大楼一年一度的夜
宴活动举行：一楼，10多家国际国内大
品牌吸引众多消费者驻足；三楼，精心
打造了一个“欧洲风情商业小镇”，数百
平方米的简欧装修、绿植陪衬的挂画、
文艺清新风十足的化妆间，让消费者沉
浸在赏心悦目的购物场景中……

在不同楼层，“茶歇服务”“亲子互
动空间”“衣物小憩驿站（衣服免费熨
烫）”等小而美的空间，为消费者营造出
更温馨的氛围；围绕时尚、品质、潮流的
新定位，组团式引进悦木之源、雅诗兰
黛、MAC、倩碧4个进口化妆品牌；近
年来陆续引进积家、ECCO、章那汀等
众多时尚品牌，其中12个品牌属独家
入驻……人们记忆中的“老重百”，在一
次次变换容颜。

新重百，得到了市场认可。7月27
日，权威机构财富中文网发布了《财富》
中国500强排行榜，重百位列第281位。

新消费崛起
西部首条步行街注入新动能

走进一家眼镜店，除了配、购眼镜，
你还能做些什么？

千叶眼镜给出了答案：消费的同
时，你可以体验艺术。6月6日，以“见
行”为主题的千叶美术馆第二期展览在
解放碑开幕，川美艺术家创作的30余
件(组)装置艺术作品引人关注。

位于解放碑商圈核心地段的千叶
眼镜，打造了一个近2000平方米的千
叶美术馆。在重庆这个新的“打卡地”，
系列展览、活动以及数十幅艺术作品，
给人们以全新的体验。其中，一幅偌大
的《历史视力表》尤其引人瞩目，它以创
新而幽默的艺术方式，标出中国眼镜发
展史的重要节点，体现了商业与艺术的
有机结合。

一家眼镜店，为什么要打造成如此
新奇的消费场所？

“以前，消费者来店里只是配眼镜、
买眼镜，消费模式单一。现在，大家可
以边买边欣赏艺术，体验性更强。”千叶
美术馆馆长李媛媛说，“时代变化快，潮
流更新快，跨界经营、注入艺术元素可
以让店面长久保鲜。”

积极引入新业态、打造新消费模
式，在解放碑商圈已蔚然成风。

“我卖什么、你买什么——这种传统
的销售模式现在已经行不通了。”八一广
场副总经理王杰介绍，入驻该商场的运
动大品牌纷纷设立个性化定制区、体验
互动区、健身俱乐部等，把这里打造成了
一个体验式运动主题消费集聚区。

作为重庆首个品牌夜市，较场口夜
市去年入围“全国游客喜爱的十大夜
市”，其日均人流量超过15万人次。

由于提前布局新消费模式、促进线
上线下融合，较场口夜市经受住了新冠
肺炎疫情的考验，显示出强劲的“韧
性”：复商复市以来，大多数店面在支付
宝、美团、小红书等平台上发消费券、扩
大外卖、线上“种草”等，推出一个又一
个网红产品，人气迅速回升。

人流、物流等数据都表明，作为西
部第一条商业步行街，解放碑“十字金
街”正焕发出新的活力。阿里巴巴发布
的《2019年步行街经济报告》显示，解
放碑步行街客流量排名全国第一；商务
部发布的《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简报》
显示，今年1-5月，解放碑步行街客流
量、营业额在全国11条试点步行街中
均排名第一。

7月23日，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步
行街改造提升工作现场会上，重庆再摘
一块金字招牌——商务部为首批5条

“全国示范步行街”授牌，解放碑步行街
赫然在列。

“十字金街”，魅力依然。迈向新时
代，解放碑商圈绽放新芳华。

“四首经济”重新占领“制高点”改造升级迎合时尚新趋势

“西部第一街”再绽芳华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日前，巴
南区城市管理局与李家沱街道在恒大
城B区举办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启
动仪式，这里也是巴南区打造的第4个
生活垃圾分类示范试点小区。

巴南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介绍，
该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自2018年启动，
去年初，又紧接着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
示范试点小区建设。“我们一共选定了
4个试点小区，相关工作已在鱼洞街道
东原香郡、龙洲湾街道金源御府、花溪
街道曦园柳镇3个小区陆续开展，位于
李家沱街道的恒大城B区是第4个。”

该工作人员称，在示范试点小区建
设中，该区采用外包模式，引进专业的
环保公司提供生活垃圾分类服务，费用
由政府买单。环保公司进入后会先为
居民建档，办理垃圾投放积分卡，然后
选择垃圾固定投放点位，接着开展楼层

撤桶。目前，工作推进最快的是东原香
郡、金源御府小区，已在开展楼层撤桶
工作。

“我问问大家，过期的药品属于什
么垃圾？举手回答！”启动仪式上，作为
承接该小区生活垃圾服务的专业环保
公司，乐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
现场与居民开展有奖问答，并向大家介
绍了垃圾分类积分的获得和使用方法，
在普及垃圾分类知识的同时，提高居民
们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活动结束后，居民郭敏说：“垃圾分
类是个好事情，不仅能美化环境，还可
以节约资源，有了积分还能换东西。虽
然楼层撤桶后，丢垃圾确实比以前要麻
烦点，但是楼道里会更加干净整洁，多
走两步路也不算啥！”

巴南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根据工作安排，该区今
年将陆续推进各个街道社区的生活垃
圾分类工作，在年底将实现全覆盖。在
此基础上，还将持续推动鱼洞、龙洲湾、
花溪、李家沱、南彭5个示范街道的建
设工作。

巴南区生活垃圾分类年底将全覆盖
该区试点采用外包模式，引进专业环保公司提供分类服务

本报讯 （记者 王丽 实习生
唐苓玲）8月11日，西南政法大学民法
典学生宣讲团走进梁平区紫照镇桂香
村。宣讲团成员主要由该校民商法学
院学生组成，学生们通过情景剧的方式
解读民法典中与村民生活息息相关的
法律条文，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鲜活
的法律课。

“王老板，你们订的李子，包装工厂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工耽误了一段时
间，现在暂时没办法运出来，看能不能
迟一点发货哟？”“我们可是约定好了
的，你这违约了，要支付违约金的。”

11日，在桂香村便民服务中心会
议室，宣讲团成员扮演的角色纷纷登
场。水果批发商“王老板”，上门找村民

“香香姐”催讨合同约定的货物。听到
没有履行合同要支付违约金，“香香姐”
焦虑不已，手中握着合同在原地转圈，
不知如何是好。

“这位大姐，您先别急，你们这属于
民法典中规定的遭遇不可抗力的情况，
不用支付违约金。”村干部“小刘”听闻

赶紧上前解释，民法典规定了因不可抗
力因素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
的影响，部分或全部免除责任，国家已
经明确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属于不可
抗力。“小刘”的一番话让“香香姐”顿时
安了心，也让现场的村民跟着松了口
气。

当天，西政民商法学院的学生们还
演出了《家和万事兴》《遗产继承》等普
法情景剧，将民法典中事关日常生活的
核心知识展示出来，简单直接地“以案
释法”，让村民秒懂生活中的“为与不
为”。

“对于受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
影响，导致孩子在家无人照顾的情况，
大家可以联系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
者民政部门帮忙照顾。”“如果家里养的
很危险的宠物，比如凶猛的藏獒、有剧
毒的眼镜蛇等一旦伤人，不管对方是否
有过错，作为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都
需要承担责任。”宣讲团成员表演完情
景剧，还用知识问答的方式，帮助村民
巩固这些法律知识。听完这堂生动的
普法“公开课”，村民纷纷感叹，学生们
的讲解鲜活有趣，让大家懂了很多法律
知识。

自编自演情景剧送法到村
西政民法典学生宣讲团走进梁平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杨熳丽）8月10日至12日，为期3
天的“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书活
动“美好生活 劳动创造”全国朗诵、演
讲交流展示活动在重庆举行。全国约
900名中小学生通过视频“云”聚一堂，
致敬劳动者，齐赞劳动美。

本次活动由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
作委员会主办，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
承办，各级教育系统关工委协办。展示
包括演讲、朗诵两个类别，按照小学组、
初中组和高中组3个组别，以视频展
示、现场评审的方式进行。

选手们紧扣活动主题，用充沛的情
感、生动的语言、丰富的表现形式描绘
出一个个身边真实鲜活的劳动形象，讴
歌了感人至深的劳动事迹。

来自重庆的小学生郝毅晨，用题为

《金弹子、金担子》的演讲将他父亲通过
创新培育金弹子盆景，带领全村人致富
的故事娓娓道来。爸爸勤于劳动、勇于
创新的精神一直鼓舞着他要用劳动创
造自己的美好生活，更要用劳动为国家
富强尽一份力量。

此次活动的评委、中国传媒大学播
音主持艺术学院教师杨蔚蔚表示，活动
能启迪青少年以劳动视角重新认识正
在经历和发生的事情，不仅具有现实意
义，更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据悉，“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
书活动自1997年开展以来，已连续举
办23届，累计参与的中小学生达5亿
人次。本届活动以“美好生活 劳动创
造”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共吸引全国约5000万中小学生积
极参与。

致敬劳动者 齐赞劳动美

全国900名好少年“云”聚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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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8月11日，现场作业路面最高温度超
过了200℃。

▲8月11日，重庆绕城高速曾家段热再生施工
现场。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实习生 郝一璇

8月11日，在绕城高速曾家段热再生
施工现场，一辆长80米的橙红色“列车”，
裹着热浪，均匀地“吐”出滚烫的沥青混合
料。“列车”四周，20多名施工人员正挥着
铁锹，对摊铺后的路面进行平整。

列车“吐出”的混合料高达140℃，而
作业路面的温度超过了200℃。“就地热再
生作业，温度越高，修补的路面质量越好，
因此夏季是养护路面最好的时机。”项目部
负责人介绍，为确保驾乘人员行车舒适，养
护人员特意挑了盛夏季节，对高速公路破
损路面进行修补。

记者看到，因为太热，养护人员每小时
轮班一次，现场还配备了大巴车做休息室，
以及防暑药品和饮品。

高速公路养护人员高温下修补路面——

“温度越高，质量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