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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重庆商贸全线飘红，实现零售额276.2亿元

253家A级景区
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旅游

A级景区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全市 253 家 A 级旅游景区接
待游客 1108.6 万人次，
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 86.3%。
其中，南川金佛山接待游客 5 万人次，同比增长 6.7%；重
庆科技馆接待游客 16.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3%；涪陵武陵山
大裂谷、蔺市红酒小镇、融汇温泉小镇、铜梁黄桷门奇彩梦园、
开州汉丰湖、丰都南天湖、石柱千野草场、彭水蚩尤九黎城、忠
县石宝寨、云阳龙缸、奉节白帝城等 27 家旅游景区游客接待
均实现小幅增长。
合川钓鱼城景区接待游客 8.5 万人次，同比恢复 99%；梁
平观音洞景区接待游客 7.1 万人次，同比恢复 84.5%。洪崖
洞、磁器口、长江索道等热门景区，
均严格按照
“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实现安全有序开放，接待游客分别为 50.6 万人次、
37.2 万 人 次 、12.2 万 人 次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51% 、47.3% 、
27.77%，
人流量得到有效控制。
根据市公安局纳入统计监测的旅客过夜住宿数据显示，
国庆中秋节假期 8 天，重庆全市共接待过夜住宿人数 189.91
万人，
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 82.2%。

商贸

实现零售额276.2亿元

餐饮

聚餐婚寿宴明显增加

双节假期，亲友聚餐、婚寿宴请等大众化餐饮比较集中，
宾馆酒楼、特色餐饮店生意兴隆。
市商务委监测，我市重点监测的餐饮企业顺风 123 实现
营业收入 191.9 万元，
同比增长 5.1%。
据了解，
双节期间，
重庆游客猛增，
带动住宿餐饮销售增长。
重庆市商务委重点监测农家乐营业额同比增速达到
14.6%。其中潼南、江津、黔江农家乐营业额增长率分别达到
20.3%、21.4%、26.1%。

国庆假期，洪崖洞景区游客火爆。

国庆档票房突破39亿元

截至记者昨日发稿时止，
根据灯塔数据专业版显示，
电影
国庆档票房已经突破 39 亿元，虽然相比去年国庆档创下的
44.66 亿元票房有所下降，
但仍是国庆档史上第二高的票房。
今年国庆档近 40 亿元的票房虽然与去年国庆档 7 天创
下的 44.66 亿元票房相比有所减少，但今年有受疫情影响上
座率，直到 9 月 25 日才将上限上调至 75%，这个成绩可以说
已经相当令人满意，甚至是惊喜。
“除了上座率限制，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新片前期宣传跟
往年相差较大，预售也开启较晚。”重庆金逸影城相关负责人
金帅介绍，
“此外，
由于场间都需要消毒，
也让同日的排片量比
往年同期有所减少。”
2020 年只剩下两个月，与过去三年年均票房 600 亿元相
比，今年十个月内仅累计了 112 亿元的票房。不过今年上半
年，全国电影累计票房只有 22.42 亿元，这意味着，下半年三
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电影已经实现了近 80 亿元的票房，行
业正在加速恢复。
那么，业内所期盼的报复性消费真的来了吗？因为影院
即便在国庆档、春节档首日或者热门影片上映时，影厅大部分
时间上座率也就是在 75%左右，因此上座率限制对于票房整
体表现的影响已经不大，
可以认为电影市场基本恢复常态，
但
业内人士对未来三个月内甚至是未来半年的报复性消费的预
期并不高。
“国庆档虽然火爆但还不足以拯救市场，
因为国庆档之后
的新片并不多，只有陆续投放重磅新片，
才能延续这个势头。
”
金帅表示，受上半年疫情的影响，
国产新片的备案与发行以及
拍摄周期都受到了影响，
这导致新片数量明显缩水。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李晟 汤皓

数字看双节

▲

双节假期，全市组织开展
“爱尚重庆”金秋消费节，为市民
和来渝游客呈现了一场持续的全域
“消费”
盛宴。
来自重庆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
“超级黄金周”
期间，
我市
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商贸企业实现零售额 276.2 亿元，同比
增长 8.3%。
杨家坪商圈举办
“放歌杨家坪”
“炫彩九龙门”两大特色文
化品牌活动，
为市民带来 5 场不同主题的群众文艺演出。
南滨路举办戏剧节、中秋集市节等文娱活动，为市民带来
不一样的旅游体验。
渝中区举办 2020 嗨·Go 渝中金秋购物消费节，解放碑商
圈、大坪商圈及鹅岭二厂、重庆天地等特色街区联手为市民送
福利，
掀起消费热潮。
据重庆市商务委监测，主城区六大核心商圈销售额同比
增长 10.4%，其中观音桥商圈增长 30.6%，九龙坡商圈增长
16.4%，
解放碑商圈增长 9.4%。
节日期间，重点监测的商贸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8.5%，
其中苏宁电器同比增长 21%；国美电器销售量达到 10881 万
元，
同比增长 9.9%；远东百货同比增长 11%。

娱乐

交通茶馆内座无虚席，
挤满了外地游客。

游客冒雨在码头上排起长队，
等候上两江游船。
上游新闻记者 刘力 李斌 杨新宇 摄

国庆黄金周这个景区人气爆棚

●据国家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统计，国庆中秋长
假期间，
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6.37 亿人次，
按可比口径
同比恢复 79.0%；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4665.6 亿元，
按可
比口径同比恢复 69.9%。
●据初步统计，
10月1日至8日，
江北国际机场共保障
航班飞行 7647架次，
迎送进出港旅客 108.2万人次，
分
别同比增长 7.7%和 4.3%。具体来看，10 月 1 日为出行高
峰，从 10 月 5 日起进入返程高峰状态。10 月 5 日，江北国
际机场执行航班937 架次，
进出港旅客接近13.8 万人次。
●重庆高速集团发布消息：自双节开始以来，截至
10 月 7 日，七天时间重庆高速全路网日均车流量为 143

万辆次。较 8—9 月日均车流量增长 54%，特别是 10 月 1
日单日车流量突破 180 万辆次，同比去年国庆节增长
12.4%，创国庆节有史以来最高车流量。

昨天是“双节”长假的最后一天，有人趁着长假的
尾巴，来到距离主城一小时车程的涪陵美心红酒小镇
景区，享受上班前的最后一趟旅行。作为“双晒”第二
季开始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这里的人气可谓爆
棚，
长假前 7 天接待游客就达到 15 万余人次。
这个黄金周，景区推出不少新游乐项目，为游客们
增添乐趣。既有惊险刺激的“360 度大摆锤”
“ 高空飞
舞”，也有趣味十足的矿山车、音乐飞船，以及注重体验
感的全地形越野车（UTV）体验中心及培训。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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