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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灯展、逛书店、吃小吃，
中秋佳节期间， 广西南宁推出
一系列特色活动， 进一步点亮

“夜经济”，丰富市民生活。
中秋节前夕， 南宁青秀山

风景区推出大型灯展。 旋转的
走马灯、巨型的华表、悬挂的莲
花、 喷水的龙……灯组五彩斑
斓、造型各异。

自古以来， 赏灯是人们欢
度中秋节的重要民俗活动。 连
日来，夜晚的青秀山游人如织，
男女老少纷纷前来观灯， 感受
中秋传统民俗。“南宁的夜景超
美，青秀山推出的灯展很壮观，
几组大灯特别光彩夺目， 让人

非常震撼。 ”广西经贸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赵琴说。

南宁青秀山风景名胜旅游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
文新贵介绍， 灯展每天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观光， 也进一步丰
富了市民的夜间休闲体验。

除了灯展这样的视觉体
验，24 小时书店漓江书院联合
商家推出“漓江国潮”活动，利
用极具现代感的光电科技，让
大众体验沉浸式光影艺术。 在
活动中， 参与者可收听文化名
家谈古论今， 欣赏和广西有关
的人文旧事。

漓江书院执行总监于媛媛

表示， 书院希望用当下年轻人
比较喜欢的潮流方式， 吸引他
们走近和了解传统文化， 也让
他们在上班之余的夜晚时光放
松下来，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

“‘夜经济’是典型的消费
经济，要突出地域特色。 ”广西
财经学院经济与贸易学院院长
唐红祥表示， 中秋节是家庭团
聚的传统佳节，赏月吃月饼、观
灯赏美景、 逛街游园等都是人
们过节的重要内容，相关部门、
商家等打造和推出不同的消费
品牌， 大大丰富了市民的夜生
活。

除赏景和文化体验外，美
食也是南宁“夜经济”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 中山路美食街是南
宁知名的旅游景点， 田螺、烤
鱼、 椰子鸡……街道两旁店铺
一家挨着一家， 各色美食在摊
位上有序排开， 热闹动感的音
乐从不远处飘来， 伴着店家们
热情的吆喝声。

路上人潮涌动， 品尝特色
小吃的游客络绎不绝。 来自湖
南长沙的游客谭潇第一次来南
宁游玩便被当地特色美食深深
吸引，“中山路上的美食很丰
富，而且非常具有广西特色，长
长的一条美食街已让我充分感

受到了这里精彩的夜生活。 ”
卢桂赢是中山路一家餐饮

店店主，店铺主打烧烤，晚上开
门迎客， 直至凌晨四五点钟才
收摊。 开店十年来，生意红红火
火。“这是南宁最好的美食街之
一”，卢桂赢告诉记者。

唐红祥表示， 广西气候宜
人， 市民多年来形成过夜生活
的习惯，很适宜“夜经济”的发
展。 同时，广西的许多特色文化
容易做成品牌，包括山水美景、
少数民族文化等， 这需要相关
部门根据不同地区的特色进行
规划和整合后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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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灯展、赏美景、品美食

看广西南宁如何玩转“夜经济”

“首店经济”蓬勃发展
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三大信号

“夜经济”被点亮的同时，“首店经济”也在发光。 蓬勃发展的首店背后，蕴藏着中国消费的新潮流、新密码，折射出
中国消费市场三大信号。

从全球最大的会员制仓储
连锁超市开市客到丹麦玩具巨
头乐高， 从外资企业到中华老
字号，今年以来，多个类别的首
店在各地落地生根， 为消费市
场注入新鲜、带来活力。

开市客中国大陆首店开业
当天被挤爆的消息成为零售界
热议的话题。 记者在现场看到，
开市客超市内销售的商品没有
华丽的装饰和过度包装， 性价
比相对较高。 这家超市覆盖的
门类也非常有特色，包括钻石、
黄金、名牌香水、大牌包包、光
学眼镜、 鲜花等一般超市很少

涉及的品种。
首店不仅吸引人们“买买

买”，还成为城市“打卡地”。 丹
麦乐高集团近期在西安开出其
在中国西北地区的首家品牌零
售店， 栩栩如生的兵马俑和庄
严的钟楼 3D 模型、还原古都长
安风韵的马赛克壁画， 吸引了
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首店并非外资零售企业所
独有， 不少本土企业也迎来了
自己的“首店之春”。

在跨界推出的润唇膏、香
氛系列产品大受欢迎之后，国
民奶糖大白兔近日在上海新开

设了一家“快闪店”，联手巧克
力品牌歌帝梵主推冰淇淋产
品， 一时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

“新网红”。“大白兔”方面表示，
下一步还将把“快闪店”模式向
杭州、北京、成都、西安等城市
复制推广。

新零售企业盒马鲜生今年
7月在昆明开出了云南首店，除
了进口海鲜、 新鲜蔬果等主打
商品，还积极向本地口味靠拢，
开发出干巴菌韭菜花蒸、 剁椒
蒸等海鲜烹饪方式， 把海鲜原
料和滇味结合起来，“烹制”出
丰富的味觉感受。

新品牌抢滩“老字号”发力

相关市场机构的统计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上海、北京、
成都分别引入首店498家、328
家、237家，排在全国前列。 这只
是一个缩影，蓬勃发展的“首店
经济” 折射出消费市场三大信
号。

———只要创新商业模式，

就能打开发展新空间。 千变万
变，唯变不变。 中国的消费者并
不缺购买力， 只要能提供更具
性价比的商品、更优质的服务、
更独特的体验， 消费者乐意为
之买单。

以开市客为例，这家会员制
超市的最大特点是商品毛利率

低， 会员费是其盈利的主要来
源。 2019财年前三季度，开市客
净利润为25.62亿美元， 而会员
费收入就达到23.02亿美元。 开
市客在中国大陆门店开业前推
出了入会费优惠，从原本的299
元下降到199元，在开业前就吸
引了数万名会员进行注册。

蓬勃发展折射出消费市场三大信号

———中国市场魅力不减，
外资零售看好中国。 在蓬勃发
展的首店经济中， 外资是重要
参与力量。 同济大学国家创新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认
为， 开市客的开业火爆是中国
市场潜力巨大的最好见证。

一个颇有意思的案例是日
本知名百货高岛屋的“欲走还
留”。 6月一度宣布退出中国市
场的高岛屋近日声明表示，将
继续运营上海门店。 高岛屋态
度大转变，最根本的因素是“看
好中国市场”———在宣布关店
之后的7月，高岛屋整体销售额
超过1亿元，跃至上海全市单体
百货排行第四。 中国市场的热

情， 让高岛屋最终做出了留下
的决定。

———多点开花与市场下沉
正为消费增长提供新动能。 首
店并不是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
的专利，中国内需市场之大，可
以多点开花、梯次跟进，这为消
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
能。

近期发布的《2019上半年
西安首店报告》显示，今年上半
年西安共引入各类品牌首店84
家，其中，中国大陆首店6家，西
北首店32家。 乐高集团中国区
总经理黄国强说， 下一步乐高
将去更多的新一线城市和二三
线城市开店。

蓬勃发展的首店使得居民
在消费时拥有了更丰富的选择。
然而，首店从开业时的“爆红”，
到持续发展的“长红”，离不开政
策、企业和消费者的多方助力。

今年8月， 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
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到，因地制
宜，创造条件，吸引知名品牌开
设首店、首发新品，带动扩大消
费，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之前企业每开一家门店，需
要重新办理营业执照、食品流通
证、烟酒证等相关证照，这样“重
复”的办证流程制约着企业的开
店周期，也带来了额外的空置成
本。 奥乐齐中国区相关负责人
称，根据最新出台的“一照多址”
新政，未来连锁企业开店不仅申
请材料减半，还有望享受当场办
结的“绿色通道”服务。“以后开

新店都只需要备案，一下子就便
利很多，希望类似的政策能多多
益善。 ”

不少消费者表示，首店只是
吸引大家打开新消费的第一步，

“长红” 关键还是看其产品和服
务，是否能真正满足美好生活需
要。 倘若体验和口碑不好，再好
看的首店可能也就是一个“空壳
子”。

“这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本
地化学习和老字号的年轻化学
习能力。 ”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
会长齐晓斋表示， 中国市场潜
力巨大， 但不等于所有的企业
都能在中国市场一帆风顺，如
何更好利用大数据、 线上线下
协同等方式， 了解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 并基于这样的需求进
行商业模式和服务的创新，至
关重要。 /新华社

从“爆红”到“长红”还需多方助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