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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江苏省拿出拿出真金白银真金白银，，为市场主体为市场主体雪中送炭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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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 波蒋 波

新疆乌鲁木齐大力推进全域旅游新疆乌鲁木齐大力推进全域旅游，，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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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 4 月，和风送暖。每逢周末，新疆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石人子沟景区总会热

闹起来。

进山的自驾车辆随着蜿蜒的道路形成

一条“长龙”，道路两旁的山坡上，五颜六色

的风筝在空中“起舞”。空旷的山脚下，散

布着几家农家乐，烤肉的香味扑鼻而来。

三三两两的游客或在山坡上漫步，或扎起

帐篷享受惬意时光。

“周末特意和朋友一起开车过来放风

筝，吃农家饭。”乌鲁木齐市民杨谊成告诉

记者，享受山林美景对上班族来说，是最好

的放松。

位于东天山脚下的石人子沟景区距离

乌鲁木齐市区 20 多公里。近年来，景区经

过发展，山路沿线拓宽了柏油马路，设置了

两个观景台和停车场，周边村民也借着好

风光吃起了“旅游饭”。

每年 4 月起，石人子沟村一队村民张红

泉靠着在景区出租马匹，月收入超过 4000

元。“刚过去的清明节小长假，3 天就赚了

6000 元。”张红泉说。

骆驼奶、散养土鸡、新鲜牛羊肉⋯⋯

来到石人子沟，接地气的“农家乐”受到

众多乌鲁木齐市民的青睐。在离鸟巢

观景台不远的石人子沟村一队农家

乐聚集区，赛尔吉餐厅老板马歌正

忙着修整庭院。“旅游旺季就要来

了，我们计划在院子里开辟出停

车位，打造一个烧烤区，还要设置一些娱乐

设施，吸引更多客人进来就餐。”马歌说。

马歌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多市民喜

欢田园风光，看中商机的她去年 11月和朋友

合伙在石人子沟办起了农家乐，店里的特色

是大盘美食和土火锅，可以同时容纳 150 多

人就餐，“‘五一’的就餐位已全部订完，之后

我们还计划开民宿，方便游客住宿”。

石人子沟片区蝴蝶谷社区书记王毅强

介绍，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2021 年起，景区对基础设施进行了大规模

改造提升，包括水电改建、道路拓宽以及停

车场扩建。今年小长假期间，进入景区的

车辆达到日均 1.5 万辆，“目前，辖区范围内

共有 170 多家农家乐，我们将对农家乐进行

品质提升，引导他们发展‘一店一特色’，同

时还将投资建设水墨天山徒步道，吸引更

多游客前来游玩消费”。

另一边，春日里的乌鲁木齐市乌鲁木

齐县南山景区，除了农家乐，还能逛景区、

滑雪、住民宿、采摘果蔬⋯⋯游客可玩、可

看、可体验的项目越来越多。

在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东湾村，一座

座温室大棚内红艳艳的草莓长势喜人，不

少游客在大棚内享受采摘乐趣。

“孩子喜欢吃草莓，所以周末带她来这

里采摘。”乌鲁木齐市民张雨说，4 岁的女儿

在这里可以看到长在田地里的原生态草

莓，还能摘到最新鲜的草莓吃，既学习了知

识，也体验了劳动，很有意义。

天山大峡谷景区连片的云杉林则吸引

了更多市民前来徒步踏青。“这么好的春

色，在徒步道上走走，拍拍风景，挺好。”乌

鲁木齐市民刘元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告

诉记者，春天万物复苏，他经常到南山走走

看看，“既享受又解压”。

近年来，乌鲁木齐县以“旅游+”的思

路，在基础硬件设施、旅游环境营造、旅游

产品及服务供给等方面持续加大力度，一

大批文旅融合新景点、新业态、新模式、新

线路、新产品接连涌现，游客游览方式也从

走马观花的一日游，变成了两日甚至多日

的深度体验游。

位于乌鲁木齐县板房沟的南山·静石

台民宿，春日里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周末

基本都是满房的状态，尤其是以家庭为单

位的客人非常多。”民宿店长王婷介绍，静

石台作为周边体量最大的一家民宿，可以

同时接待 50 位客人入住。不仅如此，民宿

的公共空间还有茶台、会议室、绘画室、儿

童游戏区、篮球场等，能够满足前来住宿游

客的多元需求。

据悉，今年，乌鲁木齐县将持续围绕

“旅游+”，逐步完善全域旅游格局，进一步

推动农业、生态、康养等旅游产业集聚发

展，提升游客便利度、舒适度、体验满意度

和品牌认同度，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全民

旅游、旅游富民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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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一种

新消费模式，“宅经济”被加速“催熟”。

如何足不出户就能满足各种生活所

需，是消费痛点，更是消费潜力。“宅经济”

所涉及的网购团购、云视听云健身、智慧医

疗智能服务，核心都是数字化。互联网及

信息技术的普及打破了时空壁垒，让宅在

家的人们也能满足日常生活和娱乐所需。

因此，消费者无论是自愿还是被动选择宅

生活，“宅经济”的背后逻辑却是不宅——

身宅心不宅才是“宅经济”的真谛。换句话

说，“宅经济”从来不是封闭的，它是以技术

为基础的更加开放融合的消费。

互联网时代的“宅经济”，让个性化品

质消费得到爆发式增长。特别是当它与实

体经济融合发展，与传统商业模式相互渗

透，在消费品市场上就出现了大量更注重

体验和细节的爆款商品。手机支架、记忆

床垫、瑜伽垫、速冻饺子等不同品类的商品

通过数字技术直接或间接的支撑，让“宅”

变得更舒服更有效。其中，吃的方式最能

体现宅文化。预制菜是最近两年居家消费

的明星商品之一，有数据显示，2021 年我

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超 3000 亿元，年复合

增长在 20%左右，消费者对绿色、健康、美

味的食品需求让预制菜具有广阔的市场

前景。

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宅经济”虽然看起来风光正好，新产品、

新品牌、新技术、新模式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消费者也对其充

满期待，但对涌入各自赛道的企业来说，问题也显而易见，不论是

传统产业还是新兴领域，同一类型的企业要么品牌定位大同小异，

要么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目前，“宅经济”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当有朝一日企业吃完了这一波消费潜力释放的红利，就很有可能

因同质化程度越来越高而陷入利润微薄的困境。

企业该怎样尽早跨越跑道上的障碍？今年年初，国务院发布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其中对加快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提

升社会服务数字化普惠水平、创新发展“云生活”服务等方面都提

出了明确要求，为数字化消费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深耕定制个性、

智慧共享、在线服务等消费方式，才有机会在数字消费时代掌握一

定竞争优势和主动权。

“宅经济”是一座真正的金矿，可深入挖掘。疫情总会过去，

但“宅经济”不会消失。在数字经济的驱动下，新业态新模式正

不断拓展企业生产链、供应链等新空间，持续

拉 近 并 满 足 消 费 者 的 使 用 需 求 和 心 理 需拉 近 并 满 足 消 费 者 的 使 用 需 求 和 心 理 需

求求，“，“宅经济宅经济””终将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终将成为消费者日常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重要组成部分。。

宅经济是座金矿

敖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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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不少线下门店面临客流

减少或暂停营业等挑战。在江苏南京、苏

州等地，为了把疫情影响降至最低，许多商

场、餐厅、健身馆等企业和商家积极开辟新

渠道、探索新模式、发展新业务，在“自救”

中争取转型和突围，也推动消费者的生活

方式随之改变。

美食进小区

4 月 7 日早上 7 点多，在南京经开区工

作的市民杨志早起锻炼后，在回家的路上

顺道把一天的餐食都准备好了。“受疫情影

响，这段时间一直居家办公，单位食堂吃不

了，自己一个人又不想做饭，买了两样半成

品炒菜，中午简单加工一下就能吃。”杨志

说，由于疫情防控，他几乎不去餐馆堂食，

但也不用为解决吃饭问题发愁。“一些南京

老字号餐饮企业纷纷推出了成品菜、预制

菜以及各类主食外卖活动，沿街售卖。有

的老字号餐馆甚至把外卖摊摆到了我们家

门口，足不出小区就能品尝盐水鸭、金陵大

肉包等地方特色菜肴，方便实惠又美味。”

在南京市鼓楼区港龙园小区门口，记

者与正在销售面点的南京小厨娘新城市广

场店负责人程贤春攀谈起来。“我们售卖的

有馒头、花卷、各类包子和一些特色点心，

好吃不贵，一个小时能卖出去几十盒。”程

贤春坦言，餐饮服务行业受疫情影响很大，

一方面为了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另一方面

也考虑到拓展消费渠道、增加客源的需要，

小厨娘南京 30 多家连锁店都开展了“美食

进小区”活动，三分之一的员工走出店铺，

把成品菜和半成品菜送到消费者身边，很

受居民欢迎。

无独有偶，苏宁钟山国际高尔夫酒店

是南京一家主打高端餐品的餐厅，为积极

应对疫情冲击，餐厅推出了披萨、日料等特

色菜品外卖系列，以星级主厨料理为特色，

有针对性地满足南京白领等高收入人群居

家的多样化生活需求。

“通过菜品创新，我们推出 280 元 10 寸

波龙披萨、520 元黑木日料双人三文鱼套餐

等多个品种。通过营销创新，打造微信小

程序点对点服务消费者，高端菜品销售实

现大幅增长。”苏宁钟山国际高尔夫酒店总

经理刘雯说。

面对疫情反复，南京餐饮等服务行业

把布局小型化、近场化的“点对点”销售模

式作为降低疫情影响的方式之一，瞄准“宅

经济”，在特色服务上下功夫来拓展消费渠

道。例如，作为对盒马鲜生门店补充的盒

马邻里平台，近日推出“送货上门”服务，配

送过程中以保温袋+冰袋的形式，确保菜品

品质。

“餐饮等服务行业在‘自救’上动足脑

筋，打通‘最后一公里’送上消费者想要的

产品和服务，既满足了消费者基本的消费

需求，还延伸到高性价比、高差异化等更深

层次的个性化需求上。”酷爱在盒马鲜生平

台购物的南京市民刘曦这样评价。

健身在云上

春暖花开之际，本应回暖的健身行业

今年却因疫情反复而显得异常冷清。江苏

苏州的 48 家银吉姆健身线下门店暂停营业

已有一段时间，约 20 万名会员无法正常接

受训练，为此，银吉姆开始转战线上，把健

身房搬到屏幕里。

“扫码打开抖音，就可以跟着专业教练

上健身课，瑜伽、热舞等课程也都能体验

到，燃脂塑形效果比去健身房还有效。”苏

州市吴江区市民王辉是一名运动达人，如

今因为疫情去不了健身房，通过银吉姆健

身推出的“乐宅运动 银战疫情”居家健身

直播，找到了新的健身阵地。

“我们联合苏州市市民健身中心以统

一上大课和团体小班课相结合的形式，每

天在午休时段和晚间开设网络直播课程，

同时开启健身套餐直播带货模式。”银吉姆

健身全国营销总监张涛介绍，通过线上教

学，可以增加与消费者互动的机会，提升服

务体验，为宅家“云健身”带来乐趣，另外也

能给企业经营增加一定的现金流。

遭遇疫情寒冬的还有家电零售业，随

着人们网络在线的时间进一步延长，也让

商家们看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春天”。

为了应对疫情影响，南京的苏宁易购

门店推出了“1V1 在线视频导购”服务，消

费者打开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点击“视频

导购”，就可以通过实时在线视频通话的方

式，实现远程逛店，在线体验、下单。

家住南京江宁区的市民王康去年年底

完成家装，这段时间一直在选购成套的家

电。他告诉记者，家电不比日常消费品，总

要去现场挑选为好。疫情之下，苏宁易购推

出的视频导购功能帮助自己一站式选购家

电产品。“一次直播，全屋搞定，门店安排了

金牌导购帮我一起挑选，省钱省力的同时，

还拥有了‘眼见为实’的购物体验。”王康说。

苏宁易购“视频导购”业务负责人谢彪

表示，在刚刚结束的家装节活动中，苏宁易

购视频导购业务单日最高服务量逾 450 人，

视频连线用户中直接下单人数超过 40%，

订单量环比增长 60%以上。

帮扶在实处

金陵饭店作为一家开业 39 年的老字号

饭店，已经成为南京消费者心目中的标杆之

一。今年 3 月底，金陵饭店首次打造的自有

线上购物节开幕，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围观”。

谈起金陵饭店线上购物节，南京市民李

志斌连连叫好，“准备在疫情缓解的时候邀请

老战友们游览南京，正愁着订房订餐的事，金

陵饭店推出特价客房、餐饮等活动，一站式齐

活了”。李志斌说，金陵饭店是南京餐饮文化

的代表之一，这次一口气推出了客房、餐饮、

健身、洗衣、外卖、休闲等 8 个类别 168 件产

品，完全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金陵饭店市场推广部负责人周海告诉

记者，在疫情反复、防疫政策管控等多重因

素影响下，老字号品牌必须在市场模式的

创新与变革中寻找突破。“购物节只是一个

平台，更重要的是抓住细分市场，强化自身

亮点，调整产品策略，契合客户心理需求并

构建立体化、多元化营销体系。”周海介绍，

线上购物节启幕首日便创造销售额破 20 万

元的良好业绩，截至 4 月 13 日，线上购物节

8 个类别总销售额接近 100 万元。

为进一步有效对冲疫情影响，帮助酒

店、餐饮等服务行业渡过难关、恢复发展，

连日来，江苏省各部门纷纷出台纾困举措，

在惠企政策、金融支持、信心提振等多方面

拿出“真金白银”，为市场主体“雪中送炭”。

日前，江苏省商务厅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帮助商务领域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若干

措施》，一口气推出 16 条纾困扶持措施。其

中，推进餐饮行业数字化转型成为重点扶

持措施之一，通过降费、补贴等多种方式降

低相关餐饮企业经营成本，并提供经营诊

断、餐品设计、推广营销等专业性服务开展

帮扶，强化中小餐饮商户数字化运营能力，

拉动线上餐饮消费快速增长。

对于广大餐饮商户而言，如何拥抱线

上线下“双主场”，着力突破线下餐馆面积

所限，面向海量线上客源提供服务，已成为

餐饮行业发展的大势所趋。

当前，全国疫情多点散发，一

些城市的运转按下了“慢行键”或

“暂停键”，餐饮、健身等服务行业

受疫情冲击明显。越来越多商户

积极开辟新渠道，拥抱线上线下

“双主场”，面向海量客源提供多

元服务。

南京小厨娘餐饮公司湖南路南京小厨娘餐饮公司湖南路

店员工正在打包外卖餐食店员工正在打包外卖餐食。。

泱泱 波波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市民在江苏南京江宁区一家超市购买大米市民在江苏南京江宁区一家超市购买大米。。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季春鹏摄摄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石人子沟景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石人子沟景区，，游客在游客在

山坡上放风筝山坡上放风筝。。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耿丹丹耿丹丹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