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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商务厅对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
的监测和初步统计显示，“五一”假期全
省消费品市场累计实现销售额约 49.7
亿元，同比增长 2.3%，呈现出消费券拉
动市场、直播带货激活市场以及休闲游
带热市场等新特点。

在消费券拉动市场方面，据不完全
统计，全省各地财政共出资 5.7 亿元，通
过发放消费券、购物券、优惠券、抽奖等
形式开展消费促进活动。南通市县联动
共发放 17.5 万张 2036 万元消费券，涵
盖汽车餐饮、商超卖场、文体旅游等企
业，预计拉动消费4200万元以上。昆山
市 5000 万元政府五折消费券对消费的
拉动效果明显，昆山商厦实现销售3370
万元，同比增长10%。

在直播激活市场方面，在南京首届
直播购物节上，苏宁易购、阿里等直播平
台以及全市各大商圈联合超千家商户、
千家实体门店参与。无锡举办新零售
助力外贸拓内销启动仪式，联合抖音、
天猫等一批头部直播机构和 MCN 机
构，引导传统商贸企业“触网”直播带
货，实现传统经营流通模式向“线上+
线下”“销售+体验”“展示+交易”等新
零售模式转变。

在休闲游带热市场方面，全省休闲
游呈现“本地游、近郊游、自驾游、预约
游”等新特征。南京市高淳区举办户外
慢生活节，带动近郊游市场快速升温。
苏州虎丘、拙政园、耦园、怡园 4 个园林
景区延时开放等举措极大促进了人气的

回升。扬州向游客发放“烟花三月节”旅
游餐饮惠民卡，游客可在瘦西湖、个园、
何园、汉陵苑 4 个景区及近 200 家餐饮
住宿企业享受优惠。

各地商贸企业通过促销活动释放消
费潜力。南京市苏果超市、德基广场、弘
阳广场和新城市广场销售额同比增长超
过 20%。苏州市重点监测的 23 家商贸
企业线上线下共实现销售额 8.7 亿元，
同比增长 2.8%。宿迁市重点监测的 63
家零售企业共实现销售额约 1.3 亿元，
同比增长 13%。常州市重点监测的 59
家商贸企业共实现销售额 4.4 亿元，恢
复到去年同期的92.4%。

本报记者 付 奇 宋晓华
颜 颖 田墨池 丁茜茜

消费券拉动直播促销成亮点

景区重新开门迎客，“夜经济”上线，商超推出促销“新玩法”⋯⋯“五一”假期，我省各

地景区古镇、酒店民宿、商超卖场重现热闹烟火气，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民众消费热

情伴随疫情缓解逐渐释放。全省消费市场回暖，新业态持续发力，新消费潜力释放。

景区古镇景区古镇、、酒店民宿酒店民宿、、商超卖场重现热闹烟火气商超卖场重现热闹烟火气

假日消费假日消费，，疫情防控下一展别样风采疫情防控下一展别样风采

5 天假期，吃住行游购娱要素俱全
的旅游消费，成为假日消费主力。

省文旅厅数据显示，5 月 1 日至 5
日，全省接待游客总人数 806.15 万人
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37.6%；实现旅游
总收入 47.66 亿元，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26.3%。截至目前，全省恢复开放的 A
级旅游景区 467 家，占 A 级景区总数的
77.6%；星级饭店实现复工 374 家，复工
率 84.4%；恢复经营活动旅行社 1489
家，复工率50.2%。

“五一”假期，我省部分景区游客接
待量接近去年同期水平。以 4 日为例，
苏州吴中太湖旅游区接待游客 1.22 万
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95.17%；镇江
金山焦山北固山景区接待游客 2.19 万
人次，恢复到去年同期的98.21%。

受疫情影响，市民游客利用假期进
行市内游、短途周边游成为主流。盐城
大纵湖东晋水城“五一”开园，节前推出

“门票+酒店”优惠促销活动，深受游客

青睐。“4 月 26 日我电话预约假日期间
的东晋水城酒店，被告知假期客房全部
约满，没想到盐城本地旅游市场这么火
爆。”游客金先生感慨。

乡村旅游、生态休闲游最受欢迎。
南京市江宁区黄龙岘茶文化村推出春茶
采摘、炒制等体验活动，盐城大丰恒北村
打造“本场人”主题露天博物馆，苏州常
熟蒋巷村在树林中开创亲子项目⋯⋯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乡村旅游景区推
出多项优惠旅游产品和政策，让市民游
客感受当地独特文化。

夜秀、夜游、夜食、夜购、夜娱⋯⋯
“夜经济”表现亮眼。苏州夜经济品牌“姑
苏八点半”全面上线，以营业时间的延长，
换来消费空间增长。华灯初上，在苏州七
里山塘，灯笼高挂，吸引游客前来感受姑
苏古城的魅力。张家港永联村在发放消
费优惠券的同时，参与“多彩夜沙洲”夜间
经济主题活动，举办烟火晚会。在相城望
亭稻香小镇里，“望亭八点半 等你来相

伴”系列文化夜演活动吸引众多游客。
疫情冲击倒逼旅游业洗牌，重新营

业的景区景点一方面在旅游业态上提质
升级，另一方面做强疫情防控和智慧监
管，让智慧旅游常态化成为共识。打开

“江苏省 A 级景区舒适度”小程序，省内
重点景区的实时在园人数和最大瞬时承
载量一目了然。走进设在省文旅厅的全
省旅游景区开放管理视频调度指挥部，
大屏幕上可实时监控全省100多个热门
景区，无锡鼋头渚充山广场、常州天目湖
南山竹海景区入口、扬州五亭桥北⋯⋯
通过布设 400 多个摄像头，景区人流在
大屏幕上清晰可见。

“假期 5 天我们每天都在指挥部监
控景区，发现人流集聚第一时间电话协
调。”省文旅厅党组书记、厅长杨志纯告
诉记者，通过精准化调度、信息化管理、
责任化落实、即时化监测四大手段，保证
全省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带动全省旅游
消费稳步回升。

周边游夜间游拉升旅游消费

吃住舒心才能玩得开心，餐饮住宿
是假日消费不可或缺的“重头戏”。

4 日下午，南京江宁区乡伴苏家理
想村的“光荫里”民宿乐声悠扬，前台服
务生正忙着为客人制作饮料，后面14间
客房全部订满，旅客穿梭于前厅后院，交
谈声此起彼伏。店主吴昊告诉记者，民
宿 3 月 14 日恢复营业，入住率逐步提
升，假期前4天客房全部被预订，民宿为
此还临时招聘两三名员工。

3 月开始运营的江宁龙山赏心谷景
区，同样入住爆满。“赏心谷景区有民宿、
集装箱、木屋和帐篷草屋等住宿设施，约

40 间房，共 100 个床位，假期期间每天
都是爆满状态，游客要提前一周预订。
房间单价约 600 元，算下来每天住宿营
收达2万多元。”中国国旅江苏公司总经
理助理高志勤说。

随着省内疫情防控形势逐渐稳定，
游客安全感逐渐上升，各大景区游客接
待量和过夜率也明显上升。“平时赏心谷
员工约 40 人，此次假期还抽调 20 多人
前去支援。游客入住需测量体温，景区
中还会设置很多安全和防疫提醒，饮食
方面仍延续分餐制。”高志勤说。

假日里，常州火车站逐渐恢复往日

喧闹，火车站对面的宏达假日酒店也开
始忙碌起来。“酒店 4 月 5 日恢复营业，
重新开放到现在，入住率逐渐回升。”酒
店总经理朱诚告诉记者，酒店共 126 个
房间，20多个员工基本复工。

业内人士表示，“五一”假期对住宿
行业的长期拉动作用可能比较有限，但
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表明消费需求仍然存
在，及时提振从业者信心。此次疫情也
警示酒店业从业者应更注重产品品质，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提升整体卫生安全
标准，给消费者一个更加安心舒心的消
费环境。

住宿业再现假日“一床难求”

今年“五一”假期，是十年来
首个五天长假，也是全国疫情防
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成果后的首个
长假。这个特殊假期，某种意义
上成为检验国内消费实力和观察
经济运行状态的“窗口”。

高速公路“堵堵堵”，景区景点
“人从众”，商场迎来久违的购物人
流，餐饮酒店重现排队盛况⋯⋯
与清明小长假相比，“五一”假期
迎来一波消费高峰，促成真正意
义上的“黄金周”。尽管与往年相
比仍有差距，但疫情之下的这种
表现，已经是一抹亮色。在全球
疫情形势严峻、不确定性因素增
加的当下，这一分量颇足的“消费
账单”不仅提振发展信心，也带来
诸多启示。

整体来看，疫情虽然暂时抑
制消费需求，但居民消费意愿和
能力并未发生根本改变，国内消
费市场潜力依然巨大，中国经济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得到充分检
验。旺盛的消费需求、巨大的市
场空间与消费容量和整体经济的
良好韧性是消费回暖的基石，而
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刺激政策和
措施，也为这个火热的假日“添了
把柴”。多地政府不失时机地发
放消费券、推出旅游“套餐”、推行
无理由退货等；企业层面则更为
积极灵活，促销活动和力度显著
大于以往。政企合力，通过打折
补贴、打造购物节、探索线上线下
消费共振等多种方式，激发蛰伏
的消费潜力，带动消费市场繁荣
活跃。

然而，疫情尚未结束，旅游、
餐饮、购物等服务性消费业，亟待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探索健
康可持续的运营方式。一些行业
必须改变以往“人山人海”式的

“走量”盈利模式，转而对产品优
化升级、商业模式转型、发展新兴
业态等进行思考和探索，提供更
加多元化、高品质、个性化的产品
和服务，从而有效增加消费者黏
性，创造新增长点。

有学者指出，消费市场是“信
心市场”，消费经济是“信心经
济”。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
的局面下，未来一段时间，继续提
振消费信心、扩大消费需求仍是
重中之重。除一些短期刺激手段
外，还应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
消费补贴等方式持续拉动内需。
同时，大力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
费扩容提质，提振经济发展、市场
繁荣和民生改善的信心。有理由
期待，假期过后，“长假经济”效应
能够得到“长线延伸”，为促消费、
扩内需、助推经济回暖升温注入
稳定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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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勃发展脉动

陈立民

游客在扬州瘦西湖景区赏花。沈扬生摄

游客在金湖县千亩芍药园游玩。梁德斌摄

苏州工业园区新馨社区孩子们称重迎立夏。华雪根摄

消费者在徐州一商场购物。陈 艳摄

游客在泗洪县天岗湖乡光伏公园享受春光游客在泗洪县天岗湖乡光伏公园享受春光。。张张 笑摄笑摄

连云港市连云区小朋友绘彩蛋，迎立夏。王 春摄

苏州同里古镇苏州同里古镇““夜经济夜经济””悄然复苏悄然复苏。。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邵邵 丹摄丹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