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娱乐、购物、消费……今年国庆黄金
周，成都“吸金”能力再次提升。成都零售
商协会统计的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重点
监测的41家零售企业销售额及客流均同
比提升。其中，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成为消
费新热点。

“国潮发烧馆”、怀旧家电展……国庆
期间，成都各商业综合体纷纷举行精彩纷
呈的活动，实现销售、客流的“双增长”。根

据统计，10月1日-7日，成都零售商协会
重点监测的41家零售企业，节日销售额
及客流均出现同比提升。其中，销售额方
面，实现销售总额超过11.9亿元；客流方
面，国庆期间41家零售企业客流量共计
达1560.3万人次。

“越夜越成都”在国庆假期中成为鲜
明标签。夜啤酒、夜饮食、酒吧一条街、24
小时书店、深夜电影、健身、美容，成都夜

间经济正逐步挑起消费大梁。据介绍，成
都提出要精心打造 100 个夜间经济示范
点位，同时启动的 2019“金秋耍成都·夜
间新体验”系列活动，为国庆假期的消费
再添一把火。

另外，自今年 4 月成都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城市首店和特色小店的实施意
见》以来，今年上半年已成功吸引237家
各类首店入驻。“首店带来了丰富的消费

场景和全新的消费模式，在春熙路、金融
城、双流空港、锦江夜消费等商圈，以及
宽窄巷子、锦里、文殊坊等特色商业街这
些承载首店的重要载体中，持续迎来客
流高峰。”成都零售商协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正在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成都，正逐步让“首店经济”成为城市商
业的关键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晨 袁野

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成消费新热点 成都41家零售企业揽金1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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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近年的统计数据，以80后、90
后为主导的年轻客群已成为当前主要
的旅游群体，他们对旅游产品的舒适
性、延展性和体验度要求更高。中国旅
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从数据分析来
看，大家度过了一个安全、平稳、有序、
高品质的国庆黄金周，“说明大家出去
不仅有得游有得玩，还玩得开心游得放
心，满意度和获得感空前提高，大家既
要看美丽风景，也要享受美好生活。”

“成都文化旅游的产业生态完备
和消费场景丰富，成为吸引游客消费
的重要原因。”成都大学旅游与文化
产业学院院长诸丹教授表示，从游客
数量增长到消费增长，这些数据显示
了成都文旅发展从单纯追求旅游人
次的初级阶段发展到了追求消费增
长的高级阶段。

在诸丹教授看来，在国内很多城
市还停留在追求游客数量增长的文
旅发展初级阶段之时，成都建设世界
旅游名城的脚步不断提速，城市品
牌、国际化的服务体系构建逐步完
善，成都在旅游市场和游客心中是一
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城市，轨道交通无
缝接驳、智慧旅游的服务系统为国内
外游客提供了更人性化、国际化的服
务，提升了游客的满意度。更值得点
赞的是，成都近年来构建了很多新的
旅游消费形态，不少餐饮店、旅游景
点、民宿、乡村旅游地成为网红打卡
地，这意味着成都已摆脱以前以景区
为主的旅游方式，构建了全域的旅游
产品，尤其是夜间经济消费场景，涌
现出一大批有特色、有魅力的消费产
品，让游客愿意花钱，人均消费居于
全国前列，这说明成都文化旅游已经
迈入更高的一个增长阶段。

文旅产品、消费场景丰富
成都文化旅游

已迈入更高的增长阶段

专家：成都文化旅游发展到追求消费增长的高级阶段
今年国庆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

游客7.82亿人次，同比增长7.8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6497.1亿元，同
比增长8.47%。成都市文广旅局发布
的黄金周旅游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
期间全市接待游客首次突破2000万
人次，达到2017.13万人次，同比增
长32.7%；实现旅游总收入286.46
亿元，同比增长 25.2%，人均消费
1420.14元。

纵观国内多个城市，成都的旅游
总收入、游客人数增幅，以及游客人均
消费数据均居全国前列，表现抢眼。

五湖四海的2000万人次游客为
何愿来成都旅游、来了成都还愿意花钱
消费？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观察到，
随着旅游资源富集的成都逐步解锁旅
游消费领域的“新玩法”，一大批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新消费场景，有效挖掘
了蕴藏在游客中的消费需求，有力激发
了新的消费热情，尤其是夜间消费、文
创消费、以及绿道林盘旅游产品都成为
游客消费的“主战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彭惊

昨日，多地媒体报道了所在城市
国庆黄金周旅游相关数据，在目前已公
布的19个城市数据中，记者梳理发现，
在接待游客数量方面，重庆、武汉、成
都排在前三位，分别是3859.61万人次、
2262.24万人次、2017.13万人次。而游
客人数同比增幅前三名为成都、南京、
厦门，分别为32.7%、15.8%、13.52%。成
都的游客数量及同比增幅均位居前
列，不仅来成都的游客众多，而且游客
数量也在大幅度增加中。

旅游总收入超过100亿的城市有
11个，排在前三位的是成都、重庆、杭
州，旅游总收入分别为286.46亿元、
187.62亿元，160.81亿元。成都游客总
量虽较部分城市少，但旅游总收入却
表现抢眼、位居前列，这意味着游客不
仅愿意来成都、游成都，也愿意在成都

“掏腰包”。
人 均 消 费 数 据 方 面 ，成 都 为

1420.14元，同样位居前列，这显示出
成都游客消费的高“含金量”。根据支
付宝发布的十一消费报告，假日经济
效应凸显，在全国热门商圈中，成都宽
窄巷子、福州三坊七巷、广州上下九、
昆明金马碧鸡坊等，“十一”支付宝前3
天的消费金额均远超“五一”前3天。

此外，从机票预订数据看，国内目的
地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杭
州、重庆、西安等人气最旺。从铁路运送
旅客到达量看，旅客到达量前五位的城
市依次为广州、北京、上海、成都、武汉。

通过梳理多个数据发现，成都作
为热门旅游地的热度不减，旅游人数
及消费均在不断增长中，在今年国庆
黄金周中，成都市的旅游总收入、游客
人数增幅、游客人均消费数据均居全
国前列。

多项指标居全国前列
旅游总收入超286亿
人均消费1420元

盘点全国已公布2019年国庆黄金
周旅游数据的城市，在旅游人数、门票
收入、消费金额这三个指标中，人均消
费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消费升级趋势，
而成都以人均消费1420.14元位列全国
前列，这是怎么做到的？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在不断解锁旅游消
费领域“新玩法”的同时，成都以个性
化、品质化的新消费场景营造引领了这
场消费升级大潮。

作为美食之都，成都在国庆黄金周
前就提前筹划了“金秋耍成都”活动，推
出丰富多样的夜间消费主题活动，其中
汇聚火锅、串串、老字号名小吃等多种
夜间消费业态推出的消费嘉年华等主
题餐饮活动，吸引了各地“好吃嘴”前来
打卡，10余家老字号名店国庆期间销售
总额达623.2万元。以晚餐和宵夜为主的
冒椒火辣、黎黎深夜火锅、独门驿、秋金
小炒、有拈头市井火锅等企业，晚间营
业时间比平时延长1.2个小时，销售额同
比增长20%以上。

作为今年国庆期间的亮点旅游产
品，“夜游成都”为主的相关旅游产品热
度较往年增长6成，许多商家推出了晚上
6点或者晚上7点出发的夜游专属旅游产
品，锦里、宽窄巷子、锦江等景点成为热
门景区。“夜游锦江”串联起天府熊猫塔、
兰桂坊、合江亭等片区，涵盖周边夜市、
夜食、夜展、夜秀等消费场景，是成都今
年国庆假期的热门“打卡地”。据天府熊
猫塔相关工作人员透露，国庆黄金周期
间，天府熊猫塔每日17时至21时的高峰
时段会接待1000多名游客，是平时同一
时段人数的两倍左右，且夜间观光的游
客约占整日游客人数的一半以上。

服务也更细致周到。国庆假期，成

都各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剧院、
热门景区等全面推广错时、延时开放服
务。其中，武侯祠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
馆闭馆时间延时至晚上8点，杜甫草堂博
物馆闭馆时间延长至晚上7点，青城山-
都江堰景区进园区时间延长至下午6点，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味“文化大餐”。
专门为文化消费来成都的游客也越来越
多，《成都偷心》国庆期间专门在10月2～
6日进行了5场加演，且加演门票基本已
在开演前全部售光，呈现饱和状态。

集绘画、手作、轻食、潮玩、动漫等
业态为一体的艺术街区大川巷在国庆
期间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成都大川
巷派叁艺术街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袁强介绍，10月2日至6日，大川巷每到
19时至21时便会迎来近1200人游览，比
平时同时段多五六百人。位于成都东郊
记忆·成都国际时尚产业园的体验展也
持续火热。国庆期间，“达芬奇IN成都”
全球光影艺术体验大展每日接待游客
近2000人，成为成都文艺新地标。

到“网红”绿道打卡、到乡村住民宿
体验乡村旅游之美也成为不少人的新
选 择 。在 江 滩 公 园 举 行 的“PARK
TRACTION公园引力嘉年华”为游客
带来沙滩运动、滑板运动、滑板市集、音
乐表演等潮玩体验，国庆期间参与人数
超万人次，吸引滑板达人超千人。好秾
人首届美食购物节、好秾人魔幻稻草人
艺术节，浪漫热气球、喷水独角兽等网
红游玩项目共接待游客30.1万人次，同
比增长173.64%。武侯区天府芙蓉园举
办第二届天府芙蓉花节和国庆嘉年华，
共吸引38万人次市民和游客，同比增长
80.95%。丰富多样的旅游消费场景和产
品，又进而推动了旅游消费的升级。

超强超强““吸金力吸金力””如何炼就如何炼就？？
不断解锁“新玩法”
营造新消费场景

国庆黄金周国庆黄金周
迎游客迎游客

20020000万人次万人次
人均消人均消费费14201420元元 超强“吸金力”？

成都如何炼就

据新华社电 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生
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有关
政策。公告称，自2019年10月1日至
2021年12月31日，允许生活性服务
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
额加计15%，抵减应纳税额。

根据公告，所称生活性服务业
纳税人，是指提供生活服务取得的
销售额占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
50%的纳税人。此次发布的公告明
确，2019年9月30日前设立的纳税
人，自2018年10月至2019年9月期
间的销售额（经营期不满12个月

的，按照实际经营期的销售额）符
合上述规定条件的，自2019年10月
1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5%政策。2019
年10月1日后设立的纳税人，自设
立之日起3个月的销售额符合上述
规定条件的，自登记为一般纳税人
之日起适用加计抵减15%政策。

生活性服务业增值税加计抵减力度加码

10月8日，由中小城市发展战略研究院、国信中
小城市指数研究院等机构共同研究推出的2019年中
国中小城市高质量发展指数研究课题成果发布。

其中，“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2019
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
百强县市”等多个百强榜单备受关注。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看到，在“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
榜单中，成都市龙泉驿区、双流区、新都区、郫都区、温
江区、青白江区榜上有名。

综合实力
成都6个区上榜

综合实力研究指标体系从现代经济发展、社会民
生改善、生态环境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和政府服务效
率五个方面进行研究。

在“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单中，四
川西昌市排位第90名，成为四川唯一上榜的县市。

在“2019年度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榜单中，成都
6个区榜上有名，分别是：四川成都市龙泉驿区排名第
27位、四川成都市双流区排名第32位、四川成都市新
都区排名第38位、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排名第42位、四
川成都市温江区排名第69位、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
排名第81位。

绿色发展
成都6区县上榜

2019 年，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指数上升 0.4
个百分点，达到了 61.7。中小城市在产业生态化和
生态产业化方面持续发力，本年度在资源节约、污
染治理等方面的进步尤为明显。绿色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包含资源节约、绿色生活、污染治理和生态建
设四个方面。

在“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县市”榜单中，四
川新津县（排名51）和仁寿县（排名68）上榜。

而在“2019年度全国绿色发展百强区”榜单中，成
都市龙泉驿区排名第30位、成都市双流区排名第44
位、成都市郫都区排名第47位、成都市新都区排名第
56位、泸州市江阳区排名第92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排
名第94位。

投资潜力
成都这些区市县上榜

投资潜力评价侧重于对蕴涵在区域这一综合体
中的投资环境的营造和投资机会的发掘，努力引导区
域发展方向，并对投资者决策提出建议。投资潜力评
价指标体系包含人口和劳动力、基础设施、交通区位、
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五方面指标。

在此次发布的“2019 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县
市”榜单中：四川新津县排名13、四川彭州市排名53、
四川简阳市排名91、四川仁寿县排名95。

“2019年度全国投资潜力百强区”榜单中：四川成
都市龙泉驿区排名第35位、四川成都市郫都区排名
第44位、四川成都市新都区排名第58位、四川绵阳市
涪城区排名第59位、四川成都市双流区排名第63位、
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排名第69位、四川宜宾市翠屏
区排名第92位、四川眉山市东坡区排名第95位。

科技创新
成都5个区上榜

对区域竞争而言，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也将越来
越突出。科技创新评价力图对创新环境、创新服务、创
新融资、创新主体、创新成效等进行系统评估。重点评
估中小城市的“双创”平台建设、研发潜力、科技创新
活力和科技创新成效等四个方面的情况。

在“2019年度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榜单中：成都
市双流区排名第33位、成都市龙泉驿区排名第55位、
成都市郫都区排名第57位、成都市新都区排名第84
位、成都市青白江区排名第93位、德阳市旌阳区排
名第98位。

城镇化质量
成都这5个区县上榜

新型城镇化质量指数从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和资源环境四个方面构建中小城市新型
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

在“2019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县市”榜
单中，四川西昌市排名第63位、四川新津县排名第
78位、四川简阳市排名第92位。

“2019年度全国新型城镇化质量百强区”榜单中，
成都市龙泉驿区排名第45位、成都市郫都区排名第
51位、成都市新都区排名第56位、成都市温江区排名
第71位、眉山市东坡区排名第95位。

据了解，2018年，中小城市及其影响和辐射的区
域，经济总量达 76.43 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84.89%。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严丹

“2019年度
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出炉
成都6个区上榜

国庆假期，成都宽窄巷子迎来大量游客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