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春节期间，52 岁的张燕从外地
回到重庆，当她来到解放碑商圈，看到川
流不息的人流和众多国际一线品牌时，
不禁感慨商圈的变化之大，“不仅面积扩
大了，业态也更加高端，各种国际时尚元
素触手可及”。

解放碑是重庆最老牌的商圈，也是
重庆商务商贸最活跃、总部企业最集中
的现代服务业核心区。最近几年，解放
碑商圈紧扣转型升级主基调，以高端、精
品、特色作为发展方向，在实践中探索出
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转型升级之路。

数据显示，解放碑商圈目前拥有 73
家世界 500 强企业、6000 多家高端商务
服务机构、101 家总部及重点企业⋯⋯
2016 年，解放碑区域 GDP 达到 629.5 亿
元，商品销售额达 2171 亿元，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达 502 亿元，稳居重庆市各
大商圈之首。

提升消费品质，拓展商务业态

解放碑 CBD 管委会主任曾晖在接
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重庆
历史文化名城、国际化大都市形象的集
中展示区，解放碑在新常态下要焕发新
活力，突出主体担当性，擦亮重庆窗口，
始终占据重庆最具影响力、活力和魅力
的标志性中央商务区制高点，就必须处
理好存量和增量的关系。

走进位于解放碑商圈的八一路好吃
街，你会发现，除了传统的临街小吃，一
些更具体验、更有品位、更加丰富的品
牌、业态竞相入驻，八一路二期集装箱商
铺正式开街，市民可以在这里慢下来，细
细品味重庆美食。解放军剧院依托八一
路“好吃街”影响力，着力引进名特小吃、
商务正餐等各类餐饮业态，使剧院兼具
美食中心特色。

这两年，解放碑商圈围绕“时尚之
都、不夜之城”的定位，依托八一路好吃
街、30 度街吧等，大力发展夜市经济，不
仅对较场口夜市实施了灯饰、花车等硬
件升级，还新引入“蜂88”、“苏格·上水”、

“V-SHOW”等品牌商家 50 余个，区域
夜市消费商家总量超过 400 家，目前教
场口夜市消费业态更加丰富，氛围更加
浓厚，品质明显提升。

在解放碑核心区域，改造项目一共
实施了 39 个，仅去年就通过“腾笼换鸟”
的方式，成功盘活永众大厦等老旧楼宇，
引进优帕克服务式公寓等高端品牌，消
化存量载体超过45万平方米。

在解决增量方面，解放碑商圈立足
建设高档载体，完善产业配套，“筑巢引
凤”。通过引导海航保利、环球金融中心
等新建载体，在硬件配置、业态定位等方
面改造升级，目前，解放碑中央商务区建
设总规模超过800万平方米。

除了不断提升品质、拓展业态，解放
碑商圈的转型升级还体现为产业能级的
提升，具体表现为产业的特色发展、规模
化集聚和精细化管理。

记者了解到，最近几年，解放碑商圈
的发展实现了 3 个转变：首先是变同质
化为特色化。以“高端产业、商端品牌、
高端人才”的“三高战略”为抓手，着力发
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平台经济，初步
形成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金融、商贸
等产业为支撑的发展格局。

其次是变碎片化为集聚化。结合楼
宇发展现状，采用贴标签方式，通过政策
引导、定向引进，吸引同一产业链企业向
特定楼宇集聚，初步形成海航保利——
涉外商务大楼、新华国际——钻石珠宝
大楼、纽约纽约——美丽产业大楼等一
批特色功能楼宇。

再有就是变粗放化为精细化。通过
提升物业服务和政务服务，对老旧楼宇，

“点对点”指导业务，促进楼宇改进物管
水平；对新建楼宇，通过政策奖励，鼓励
引进优质物管企业。

融合商旅文，联动线上线下

今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17 日，2017“爱

上解放碑”新年金街欢活动在解放碑商
圈举行。活动分为“路过全世界”、“声动
全世界”、“点亮全世界”、“约拍全世界”
和“欢聚全世界”5大主题板块，通过线上
线下互动，赢得受众好评。这是一场集
聚商气和人气的商旅文营销活动，数据
显示，40多天的时间里，解放碑商圈共吸
引游客280多万人次，较平时上涨21%。

“在提升城市品质的同时，我们将着
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问题和需
求两端发力，通过举办‘爱上解放碑’系
列高品质活动，有效提升夜间人气和活
力。”曾晖说。

近年来，解放碑 CBD 管委会联动渝
中区商务局、旅游局、文化委等部门，持
续开展线上、线下互动营销，推动商圈从
单一的传统卖场式商贸集聚转向涵盖商
贸、商务、文化、旅游等多业态复合化、联
动式发展。

在解放碑，商旅文融合发展有基础、
有条件。一方面，解放碑是重庆的“文化
符号”，当地素有“3000年江州府，800年
重庆城，100年解放碑”的说法。

另一方面，解放碑商圈集聚了众多
文化、商业、旅游业态，正策划通过“形态
优化+业态调整+灯饰提升”，全方位营
造艺术街区氛围，目前已成功引进当当

实体书店等知名文化品牌。
此外，解放碑商圈还在开展老旧地

块有机更新，加快鲁祖庙、戴家巷等山城
老街区建设，依托匠人文化、花艺文化等
资源，植入具有重庆特色的景观形态和
文化创意产业业态，推动老城区的产城
融合和活力复兴。

为了加速商旅文融合，渝中区不断
优化解放碑商圈配套设施建设，比如在
解决交通拥堵方面，建设了全国首个高
密度商业街下的地下交通环道——解
放碑地下环道。据了解，该环道建成
后，将连通解放碑地下的 24 个车库，分
流地面约 30%的交通流量，有效缓解交
通压力。

同时，解放碑商圈还积极顺应发展
新趋势、引领发展新潮流，积极探索智慧
商圈建设，“爱尚解放碑”微信服务号即
将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可以通过手机端，
实现“3D 导览”、“在线咨询”、“人才服
务”等特色功能，商圈购物休闲环境将进
一步优化。

如今，解放碑商圈在“融合发展”的
道路上正不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一
个以商业商务为主导，文化创意为引领，
都市旅游为基础，线上线下共发展的现
代服务业体系逐渐成形。

联合多种业态，探索智慧服务——

重庆老商圈念起“融”字诀
本报记者 吴陆牧

近期，河北邯郸峰峰矿区磁州窑文化
产业再放异彩，由陶艺家岳福生领衔设计
与制作的手工陶瓷板、陶艺屏风、雕塑等
磁州窑艺术品尚未出炉，就已被北京、上
海的商家订购一空。以发展特色文化提
升区域竞争力，成为峰峰产业转型发展的
破题之举。

峰峰是资源型城市邯郸为开采煤炭
而建设的建制区，曾经的峰峰，对煤炭过
度依赖、对资源粗放利用、对生态环境严
重透支⋯⋯2013 年，峰峰的决策者把依
托文化内涵推进城市转型升级作为转变
发展方式的着力点，依托秀美的自然风光

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开启了从“挖煤”
到“挖文化”的破冰之旅。

峰峰在努力挖掘人文气韵的同时，不
断改善生态环境。一方面，做好“减法”，
推进节能减排，狠抓大气治理，关停小石
料 33 家，拆除烟囱 130 根、锅炉 30 台和 3
家水泥企业的 9 座机立窑、5 台磨机。另
一方面，做好“加法”，多植树种绿、修复生
态。对正在开挖的山体全面叫停，并造林
9.54万亩。开展滏阳河综合整治，使滏阳
河源头再现碧水绕城、白鹭戏水的风光。

随着环境的改善，一批城市综合体、
养生休闲度假中心等旅游文化产业项目
主动与峰峰对接，一大批艺术人才纷纷回
流集聚在峰峰，逐渐形成以发展文化产业
为中心的工作圈、生活圈，为峰峰文化产

业的崛起打下坚实基础。
2014 年，第六届中国美术陶瓷技艺

大赛拉开了峰峰陶瓷行业繁荣发展的序
幕。该区投资 4000 万元建成磁州窑艺
术馆，形成了陶瓷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

峰峰还引进投资40亿元对北齐石窟
的重要代表响堂山石窟实行改造扩建，深
挖石窟文化内涵，以创新发展模式来丰富
游客文化感受。同时，挖掘宋金古地道资
源，结合电影《地道战》拍摄地——山底抗
日地道遗址，大力发展地道遗址主题游。

在此基础上，该区提出了新一轮发展
思路：以建设“邯郸后花园”为目标，把峰
峰打造成“慢城、休闲城、文化城”。

峰峰将主要整合提升滏阳河城市休
闲带、磁州窑文化旅游区、响堂佛教文化

景区、药王山生态景区。大力推广山底地
道、龙洞珠泉、无梁阁等精品旅游项目提
质升级。引进占地 6000 亩的药王山养
生旅游，依托药王山及周边地区天然药材
资源，打造集体育、健身、药博养生、休闲
度假等为一体的生态旅游社区。推进众
怡、西山、九曲沟、德易等生态园区风光带
的开发，环鼓山打造 6 条健身旅游步道，
发展野外拓展、户外露营、山地运动等健
身产业，形成适应不同层次游客需求的业
态体系。改造彭城古街、张家楼村、肖家
老宅，把自然景观、人文遗迹、古村落、休
闲农庄等连为一体。

以生态为纲、文化为魂、旅游为擎，丰
富的旅游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让一幅

“城市后花园”的蓝图缓缓展开。

近年来，重庆老牌商圈解放碑商

圈在转型升级过程中，整合自身资

源，变同质化为特色化、变碎片化为

集聚化、变粗放化为精细化，并顺应

当前社会融合发展的新趋势，走出了

一条以商业商务为主导，文化创意为

引领，都市旅游为基础，线上线下共

发展的道路

本 报 讯 记 者 周 骁 骏
童政报道：近日，广西壮族

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
实施《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
房租赁市场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今后广
西将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为重要方向，健全以市场
配置为主、政府提供基本保障
的住房租赁体系，促进住房租
赁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实施意见》提出，全区各
市县要积极引导和鼓励房地
产开发企业从单一的开发销
售向租售并举模式转变，支持
房地产开发企业拓展业务范
围，利用已建成商品房或新建
商品房开展租赁业务；鼓励房
地产开发企业出租库存商品
房；引导房地产开发企业与住
房租赁企业合作，建立开发与
租赁一体化、专业化的运作模
式；支持和规范个人出租住
房。全区各市县要研究落实
鼓励个人出租住房的优惠政
策，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有住
房。规范个人出租住房行为，
支持个人委托住房租赁企业
和中介机构出租住房。

《实施意见》指出，允许改
建房屋用于租赁。允许将商
业用房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
房，土地使用年限和容积率不
变，土地用途调整为居住用
地，调整后用水、用电、用气价
格应当按照居民标准执行。
允许将现有住房按照国家和地方的住宅设计规范改造后
按间出租，改造中不得改变原有防火分区、安全疏散和防
火分隔设施，必须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

此外，《实施意见》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完善住房租
赁管理政策。其中，在住房租赁合同期限内，出租人无正
当理由不得解除合同，不得单方面提高租金，不得随意克
扣押金。承租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使用住房和室内设
施，并按时缴纳租金。全区各市县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
制定住房出租标准，对住房租赁的最小单元、单间最大居
住人数、最低人均居住面积以及配套设施、消防安全等作
出规定。

广西鼓励房企转向租售并举

商业用房可按规定改建后用于租赁

图为客商在石材城挑选石材。曾经坐落于北京市朝
阳区的西直河石材市场是华北最大的石材市场，目前已
整体搬迁到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搬迁后的石材城，将
原有的露天市场改造为室内市场，总面积达到3000亩。

新华社记者 李晓果摄

北京石材城搬迁河北图发展

本报讯 记者张建军从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广东省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开展城市修补、生态修复的
政策文件和工作方案，指导各市系统推进“城市双修”工
作，有关政策近期或将出台。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表示，按照住房城乡建设
部的工作部署，广东多个城市已先期开展了“城市双修”
项目规划建设，取得了初步成效。例如，深圳湾滨海休闲
带生态修复工程补充完善湿地系统，建设沿海绿林带，为
城市抵御自然灾害提供良好的缓冲地带，保障城市生态
安全，成为城市生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珠海市香洲
社区体育公园建设采取城市修补的方法，通过小投资、微
改造，带来良好的综合效益。这些项目的规划建设为下
一步广东全面开展“城市双修”，启动一批项目建设提供
了优秀的示范，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据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广东将重点强化规划引领，由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牵
头指导各市开展基础评估，制定实施计划。从与人民群
众生活最密切的问题入手，以增加人民福祉为目的，优先
针对问题集中、社会关注、生态敏感地区和地段开展“城
市双修”工作，指导各市有重点地启动一批“城市双修”项
目建设。同时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切实加强对各市“城市
双修”工作的常态化跟踪指导。

广东将出台“城市双修”政策

截至重庆解放碑商圈报道亮相，本
版“都市商圈何去何从”系列报道暂告一
段落。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市商圈
也正经历着改革变化的阵痛，不管是大
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城市商圈几乎都曾
历经繁华，又都面临着转型升级的现实
困境。从本报记者的采访中也可以发现，
都市商圈正在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破局之
道，高端商圈转型、社区商圈崛起、商圈
植入文旅基因、老商圈改造升级⋯⋯我
们的报道反映出的只是几种目前尝试的
类型，还有很多城市商圈正在不断探索。
不过，管中窥豹，从这些报道中还是能够

看到都市商圈下一阶段发展的共性之处
——迎合消费者需求，大力发展体验式
消费，才是未来发展的王道。

如今的消费者，充分享受到了网络
带来的购物便利，能买到基本的商品和服
务已不能吸引消费者在商圈停住脚步。
此时，在消费商品和接受服务时能体验到
不一样的感受，是如今不少消费者选择逛
商圈的理由。这恰恰与体验经济的核心理
念不谋而合，即创造并向消费者提供各种
具有价值的体验，这种“有价值的体验”可
以是有保障又可心的购物体验；可以是优
美的环境、轻柔的背景音乐、艺术化的商品

码放等舒适体验；还可以是各种新鲜乐活
的娱乐体验、充满未来感和新奇事物的知
识体验等。城市中的人们毕竟是需要社交
的，当商圈让消费者感受到各种需求被满
足，开始流连忘返、津津乐道时，商圈也就
找到了持续发展的生存之道。

曾经在城市中令消费者“趋之若鹜”
的大型商场，多以“高大上”为标配，是一
个城市的地标性建筑集合区。如今，都市
商圈的形态开始出现分化、裂变，最终能
够创造出有价值的消费体验，打造出独
特城市生活空间的都市商圈，将是未来
的方向。

创造有价值的体验
王雅静

河 北 峰 峰 矿 区 开 挖 文 化 了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何旭丹 杜王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①解放碑商圈核心区域。

②位于解放碑商圈的环球金融中心。

③位于解放碑商圈的国泰艺术中心。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本报讯 记者刘畅报道：日前，成都市交委、公安局、
城管委联合发布《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试行
意见》（以下简称《试行意见》），引导共享单车规范有序发
展，推动绿色低碳出行。成都也成为全国首个出台相关
文件鼓励共享单车发展的城市。

《试行意见》明确全体市民，而不仅仅是使用者，要爱
护共享单车和停放设施等公私财物，违法要追责；管理部
门、企业、使用者，共同构建安全、便捷、舒适的共享单车
出行服务系统。

《试行意见》称，成都将依据《成都市中心城区公共区
域非机动车停放区位技术导则》，加快推进自行车停车点
位的划定工作，并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加强共享单车停放
秩序管理。同时提出，加强共享单车停放区域环境卫生
作业，保持区域内干净、整洁。

成 都 鼓 励 共 享 单 车 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