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流量超亿人次
2020 年客流量超过 1 亿人次的全国示范

步行街有上海南京路（约1.58亿人次）和重庆
解放碑（约1.31亿人次）；而客流量超过5000万
人次的全国示范步行街则有西安大唐不夜城、
天津金街、广州北京路、沈阳中街和杭州湖滨5
条步行街。

营业额超百亿元
在营业额超过80亿元的全国示范步行街

中，重庆解放碑以172.2亿元位列榜首，其后还
有上海南京路、广州北京路、天津金街和杭州
湖滨4条步行街。

人均消费超百元
人均消费超过100元的全国示范步行街有杭

州湖滨、北京王府井、广州北京路、武汉江汉路、重
庆解放碑、天津金街和南京夫子庙7条步行街。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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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中国城市商圈发展大会
在重庆解放碑步行街举行

《中国城市商圈发展报告2021》在渝
发布，“重庆经验”成亮点

本报讯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梓涵） 昨日，第一
届中国城市商圈发展大会在重庆解放碑步行街举行。来自全
国各地商务主管部门、驻渝领事机构、研究机构、企事业单位
代表等200多人参加会议。

与会专家深入分析城市商圈在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和畅
通国内大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展望城市商圈发展前景和趋势，
探讨城市商圈高质量发展路径，为各地商圈建设和实体商业
转型发展建言献策。

会上，发布了《中国城市商圈发展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
告)。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介绍，报告
共分6大部分，包含“城市商圈发展的意义”“2020-2021年中
国城市商圈发展情况及特点”“城市商圈发展的主要经验”“城
市商圈发展面临的问题”“城市商圈发展趋势展望”“推动城市
商圈发展的建议”等。

报告称，2020年以来，在商务部推动步行街高质量发展
和城市商圈建设的带动下，各地着力推进以步行街为核心的
城市商圈转型创新，促进消费升级，打造城市消费的核心承载
地。据统计，目前我国成一定规模的步行街或商业街约有
2100条，全国3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购物中心也已超过5000
家……以重庆为例，该市构建以中央商务区为核心、18个城市
核心商圈为支撑的商圈体系，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报告显示，2020年国内商圈客流逐步恢复增长，重庆解
放碑步行街在多项数据中名列前茅。

报告指出，首店经济成为城市商圈发展的亮点。2020年全
国首店主要分布在全国25个城市，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聚集
了超六成的全国首店。同时，夜间消费提升了城市商圈的发展
活力。值得注意的是，国内的智慧商圈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针对城市商圈发展趋势，报告称，已呈现出内涵功能向集
成化和融合化拓展、发展格局向多极化和郊区化调整、发展重
心向社区和便利消费下沉、发展形态向智慧化和绿色化升级
等特点。

报告还对城市商圈发展提出建议，包括优化城市商圈发
展层级、推动城市商圈供给创新、加快推进智慧商圈建设、健
全城市商圈管理机制等方面。

据悉，本次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重庆市人民
政府指导，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重庆市商务委员
会、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渝中区商务委员会、重
庆解放碑中央商务区管理委员会承办。

1891年，重庆成为全国四大洋货交易中
心之一，开启了近代商业文明。

解放碑前身督邮街自明清时期就热闹
非凡、车水马龙，是重庆“第一大街”。朝天
门是1891年重庆开埠的“大门”，见证了重庆
开放史的开端。

抗战时期，当时的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交通银行、美丰银行等160余家全国金融机
构先后入驻朝天门、陕西路、打铜街，素有

“东方华尔街”之称。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西南局所在

地，商贸得到较大发展。
直辖之初，重庆市将“商圈建设”作为产

业转型和城市改造的突破口，市、区两级政
府投入3000多万元，以解放碑为中心“十字
金街”建成开街，成为西部第一条商业步行
街，全市第一个现代化购物中心、外资金融
机构、五星级酒店在这里相继开业，开启了
重庆乃至西部城市商圈发展的时代篇章。

2003年，沙坪坝区三峡广场建成，成为
继解区以7.5亿的基础设施投入，吸引30余
家企业投资200多亿元，建成观音桥商圈。

之后，杨家坪和南坪商圈相继建成，形成
了主城五大核心商圈、五朵金花绽放的格局；
万州、涪陵、永川等城市也建成区域特色商圈。

目前，以中央商务区为龙头、中心城区
核心商圈为骨干、区县城市商圈为支撑的城
市商圈发展格局逐步形成，已成为重庆的一
张重要名片。

全市过半消费在商圈实现
重庆加快布局商圈升级版图

昨日，记者从第一届中国城市商圈发展大会获悉，重
庆着力打造城市商圈升级版——“三级消费平台体系”，
助推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全市社零超百亿商圈达12个

近年来，重庆大力实施商圈建设，将解放碑、江北嘴、
弹子石定位升级为中央商务区，由此形成以中央商务区为
龙头、区县城市核心商圈为主体、社区便民商圈（乡镇商
圈）为补充的三级商圈发展格局，串联起城乡消费市场。

目前，全市形成了层次分明、城乡并重、大小共存的
商圈网络体系，全市过半消费在商圈实现，商圈为拉动全
市城乡消费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来自重庆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
市社零100亿元以上的商圈达12个，中央商务区及城市
商圈社零总额全市占比超60%；2020年，全年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1.18万亿元，增长1.3%，高于全国5.2个百分
点；2021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302.1亿元，
同比增长23.7%，高出全国平均增速7.3个百分点。

重庆加快布局商圈升级版图

2021年7月，国务院批准重庆率先开展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培育建设，为重庆商务发展及商圈建设带来了新
的机遇。

重庆市商务委副主任彭和良表示，重庆结合城市提
升和城市更新，立足重庆商圈基础优势，着力打造城市商
圈升级版——“三级消费平台体系”，助推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

一是建设“中央商务区”“寸滩国际新城”国际消费
“两大极核”。

中央商务区将依托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核心区，
整合联动解放碑、江北嘴、南滨路，打造长嘉汇5A级大
景区，全面提升服务设施现代化水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核心区、全球著名旅游目的地。

寸滩国际新城将以邮轮母港为核心，突出邮轮经济、
保税经济、时尚经济，加快集聚现代服务、国际交往、时尚
消费等功能，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承载地、城市形
态展示新高地、对外开放新窗口。邮轮母港重点发展邮
轮经济，带动“船、港、城、游、购、娱”一体化发展，形成国
际消费、国际商务、国际交往的核心功能区。

二是建好“标志性商圈”“城市核心商圈”品质消费
“两大载体”。

对照国际标准，突出中国特色，融合巴渝元素，以打
造“标志性商圈”“城市核心商圈”为抓手，推进商圈提档
升级。

提档升级解放碑商圈。以解放碑国家级示范步行街
为引领，建设解放碑—朝天门世界知名商圈，建成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核心承载地。提质扩容观音桥商圈。突出时
尚消费、夜间经济，提升观音桥都市特色文化街区，打造
升级版·太古里，建成汇集全球优品、融入国际时尚、引领
夜间经济的世界知名商圈。

提质城市核心商圈。升级杨家坪、三峡广场、南坪、
大坪等城市核心商圈，推动智慧化改造；提升打造九宫
庙、缙云、嘉州、茶园、礼嘉、金州、蔡家、金凤、大学城和万
州、黔江、涪陵、江津、合川、永川等区域（区县）城市核心
商圈，建成业态丰富、特色鲜明、高能级的城市核心商圈。

三是建设国际消费特色名街名镇名区“三张名片”。
推进磁器口、鹅岭二厂、大九街、金刚碑等主城都市区特
色商业街区、历史文化街镇改造升级，打造巴渝特色都市
消费名片。

依托长江三峡生态资源，打造汇聚三峡风物、独具三
峡风情的特色商街、古镇、景区。

挖掘武陵山区生态旅游资源，民俗风情，以水域滨江
地带、民俗文化街区、旅游景区景点为载体，推进“大仙女
山”“乌江画廊”“古镇边城”等特色消费集聚区建设。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徐菊

打造世界知名商圈打造世界知名商圈
解放碑—朝天门准备这么干解放碑—朝天门准备这么干

作为“西部第一街”，解放碑—朝天门商圈经过20余年快速
发展，如今已成为年均人流量超1.6亿人次的国内知名商圈。
在未来，解放碑—朝天门商圈也将对标世界著名商业街，倾力建
设成为世界知名商圈。

来自渝中区政府的数据显示，经过20余年快速发展，解放
碑—朝天门商圈以不到全市0.004%的土地面积创造了2.3%
的地区生产总值、地均产出位居全国前列，商品销售总额超
2500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900亿元。

拥有自贸试验区、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中央商务区等叠
加开放优势，集聚了12家全部驻渝总领事馆、40%的市级金融机

构、50%以上的品牌专业服务机构，服务贸易额位居全市第一。
商圈年均人流量超1.6亿人次，市外商务旅游人群占比约

40%，知名度、影响力更加广泛，获评商务部“全国示范步行
街”、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按照计划，到2025年，汇集国际知名品牌500个，实现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000亿元，建设总部经济引领地、国
际消费目的地、巴蜀文化体验地、国际交往承载地。

昨日，在第一届中国城市商圈发展大会上，就如何将解放
碑—朝天门打造成世界知名商圈，渝中区委副书记、区长黄茂
军做了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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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人文底蕴
赋能老重庆底片新重庆客厅

山城的商圈，就要呈现出独具
特色的文化底蕴。

在融入文商旅融合发展中，渝
中区将活化利用片区80余处历史
遗迹、优秀建筑，导入文化创意、总
部办公、休闲体验等业态功能，厚植
人文底蕴。

其中，建设重庆航运、筑城、地
名博物馆、打铜街—下半城金融博
物馆、开埠记忆馆等展览馆群落，高
品质打造十八梯“老重庆、真山城、
新体验”文化名片，鲁祖庙市井文潮
生活样本，山城巷人文旅居目的地，
戴家巷临崖风貌观光地，湖广会馆
国风国潮体验地，白象街开埠文化
承载地，使其成为“老重庆的底片、
新重庆的客厅”。

联动魁星楼、国泰艺术中心、
重庆美术馆等五个文化载体，集聚
七家市级文艺院团等文化资源，建
设重庆临江艺术区，高水准创作
《朝天门“入城仪式”》大型沉浸式
演出，打造传统文化与当代审美融
合的艺术高地，不断焕发历史底蕴
魅力，进一步彰显国际范、中国味、
巴蜀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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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两滨七街十巷
商圈规模扩展至3平方公里

解放碑朝天门区域，是重庆人心中
的“城”、外地人眼中的“重庆城”。

黄茂军介绍，围绕解放碑—朝天门世
界知名商圈建设，渝中区将充分集成“立
体山城、光影江城、魅力母城”的资源要
素，扩容拓展商圈规模至3平方公里，构
建“一核两滨七街十巷”的城市空间格局。

其中，“一核”即建设一条核心主
轴，全线连接“解放碑—朝天门—十八
梯”城市消费地标，打造复合功能的国
际消费大道、绿色金融大道。

“两滨”即提升两条最美滨江岸线，
南北串联“重庆嘉滨”“重庆长滨”，建成
国际知名的滨水生态示范带。

“七街”即打造七大历史风貌区、山
城老街区（十八梯传统风貌区、湖广会
馆历史文化街区、白象街传统风貌区、
山城巷传统风貌区、打铜街传统风貌
区、鲁祖庙传统风貌区、戴家巷老街
区），挖掘打铜街、十八梯、湖广会馆等
街区文化特质，形成代表重庆母城特色
的“半岛文旅通廊”。

“十巷”即美化十条后街小巷，有机
更新督邮街、铁板巷、九尺坎、筷子街等
后街支巷，承接商圈人流溢出，形成后
街经济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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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十字金街”
渝中将成国际资源入渝首站

要打造世界知名商圈，需要一批代表
重庆消费、引领潮流风尚的商业地标、活力
街区。

黄茂军提到，渝中区将建设“十字金
街”高端消费地标，大力发展行业首牌、区
域首店、品牌首秀、新品首发、活动首展，让
渝中成为国际资源进入重庆的首站。

建设开放门户地标。依托新加坡在华
投资最大单体项目——重庆来福士，打造新
资企业、新方机构、东盟国家来渝投资第一
站、首选地、大本营。发展退税免税保税经
济，布局进口商品保税仓及展示交易平台、

“陆海优品”国别商品馆、“一带一路”体验
馆、跨境电商直购店等进口消费，打造“世界
超市”。汇集跨国公司、涉外机构、国际商
务，打造世界名品一条街、驻渝领馆一条街、
国际机构一条街，建设高能级国际消费区。

建设特色场景地标。立足山水资源禀
赋，壮大特色消费，推出水晶连廊等10个
云端天台、罗汉寺妙街等10条后街支巷、
雾都风云剧场等10处防空洞穴、崖边的盒
子等10条临崖步道、江岸聚会花园等10
个惬意江岸，增添城市消费新空间。丰富
夜购、夜玩、夜赏、夜养、夜味“五夜”产品，
布局100家中华老字号、巴渝老商号，擦亮

“重庆消费”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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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六横七纵
建成快旅慢游步行系统

完善综合配套设施上，在
交通方面，渝中区将加快推进
菜园坝重庆站建设，10条轨道
线路通达国际机场、高铁站
点，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

全面建成7公里解放碑地
下环道，有机连通26栋商业商
务楼宇、2万余个地下停车位，
新增一批垂直电梯、山城步
道、空中连廊，建成“一带六横
七纵”快旅慢游的特色步行系
统。

建设智慧、绿色、低碳商
圈，开展老旧楼宇智能化改
造，实施交通、城管、文旅、安
防等重点领域智慧管理，实现

“双千兆”5G网络全覆盖。
建成一批国际酒店、国际

公寓、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
际社区，持续举办解放碑论
坛、解放碑国际消费节等高端
论坛、专业峰会，引进重大国
际节会活动，不断扩大商圈影
响力和国际美誉度。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
者 王梓涵 徐菊

观音桥商圈。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斌 摄

洪崖洞夜景。 上游新闻记者 李斌 摄

华灯初上时的重庆夜景。
解放碑步行街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