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4亿
人次，日均 722.8万人次；截至 8月 9日
18时40分，暑期档总票房70亿元（含预
售）；8月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CRPI）
为 50.2%，保持在扩张区间……专家表
示，从近期的出行热度、电影票房、零售
业景气度三组数据看，当前人员流动继
续恢复，消费市场继续趋稳回升。

出行热度提升

近期，全国出行热度提升。同程研
究院最新发布的 7 月全国出行热度指
数显示，国内航线搜索热度整体呈平稳
上升趋势。

国铁集团日前发布数据显示，7月，
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24亿人次，日
均 722.8 万人次，环比增加 170.4 万人
次，增长30.9%。从短途出行看，松果出
行数据显示，7月松果电单车用户骑行
量环比增长超 30%，一些旅游热点地区
电单车用户骑行量环比增长超50%。

同程研究院认为，7月开启暑运以
来，全国民航、铁路客流逐步回升，疫情
防控形势好转叠加政策红利助推，整体
出行及出游热度呈现回暖态势。在科

学精准的疫情防控措施保障下，暑期文
旅市场呈健康有序发展态势，预计暑运
下半场出行总体将保持稳步回升趋势。

多家上市旅游企业认为，下半年旅
游市场有望迎来复苏。峨眉山A表示，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及
各地区执行更精准的疫情防控政策，相
信旅游市场将会迎来快速复苏。

不过，业内人士提醒，旅游业短期
内难以实现全面复苏，对接下来的出行
市场不应过分乐观。今年以来，各地陆
续出台多项具有针对性的产业扶持措
施，这对于推动旅游业走出困境将产生
积极作用。

电影市场回暖

进入暑期，电影市场持续回暖。猫
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8月 9日 18时
40分，暑期档总票房70亿元（含预售）。

对比去年暑期档，今年电影市场释
放出更为积极的信号。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研究员孙佳山表示，一方面，行业
的市场环境逐步恢复正常，观众的观影
需求得到释放。另一方面，暑期档的表
现也增强了电影行业恢复经营、持续向

好的信心。“我国电影行业正迎来疫情
以来中长周期触底反弹的明显信号。
随着疫情得到进一步控制，市场还会进
一步恢复。”孙佳山说。

电影市场复苏得益于疫情形势总
体趋稳，更离不开各方面政策的有力支
持。今年以来，多地出台政策，扶持因
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电影市场。例如，上
海通过发放影院补贴等八项纾困政策
提振行业信心；湖北按照“每个座位每
月补助25元、共补助3个月”的标准，直
接对正常营业的电影院进行帮扶补助。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5
日，全国营业影院总数达 10361 家，营
业率 84.8%。7月单月票房基本恢复至
2021年同期水平。 东北证券传媒首席
分析师宋雨翔称，优质影片陆续定档叠
加暑期档较高的观影需求，有望推动影
视行业在三季度迎来较强劲的复苏。

零售业保持扩张

零售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息息
相关。“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一指
标相比，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CRPI）
反映零售业经营预期变化的角度有所

不同，主要从供给端出发。”中国社科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
室主任依绍华表示，CRPI与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指标在构成上有所不同，主
要是针对零售行业的系统性分析。

从中国商业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数
据来看，8 月 CRPI 为 50.2%，与上月持
平，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同比来
看，7月零售业延续了二季度以来的复
苏态势。

中国商业联合会表示，随着防疫措
施更加精准到位，叠加国家减税降费、
畅通物流和刺激消费等系列政策措施
落地，经营者和消费者逐渐恢复信心，
市场流动趋于活跃，零售业大盘趋稳态
势明朗，消费复苏预期稳定。

对于全年零售行业发展趋势，中国
商业联合会认为，品牌、品类、业态、模
式的创新将继续成为推动我国零售业
提质增效的关键因素。零售业态将从
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发展，通过各种传
统零售业态元素的重组搭配，给予人们
新鲜的消费体验。此外，提升服务水准
将得到零售企业更大的关注和投入，以
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生活的需
求。 倪铭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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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购换购门道多，
珠宝首饰消费需谨慎

“明明当时宣传的是钻石满5年可超额回购，结果现在告诉我需
要技术检测，层层报备审批，而且期限不定，我就怕回购政策再有其
他变故。”日前，因为珠宝回购遇到难题，消费者李女士找到长春市消
费者协会寻求帮助。

近几年，很多商家在销售金银珠宝饰品时会打出回购、以旧换新
等促销牌。有的商家承诺 5年之后按原价回购，有的声称可按原价
85%回购或以旧换新等。也就是说，消费者佩戴几年后的珠宝饰品，
可以原价卖出、扣点卖出或者换购等价新首饰。有的消费者误认为
很划算，而由此所引发的争议和纠纷却不断增多。

“从2021年至今，全市各级消协共收到此类投诉300余件。涉及
问题主要包括，店面消失无法回购换购，‘一口价’饰品回购换购不算工
艺价值，换购回购暗藏各种门槛限制等。”长春市消协秘书长钟萍说。

5年前，李女士在某珠宝店被“钻石满5年可超额回购”的宣传所
吸引，购买了一个价值4万余元的钻石饰品，并与商家签订了“回收协
议”。过了3年，她接到商家电话，称此店已关闭，需持购买时签订的

“回收协议”去另一个珠宝店更换新协议。5年期满后，李女士拿着钻
石饰品和回收协议找到商家，商家称要检测无误后进行回收，具体时
间不能确定。

长春消协接到李女士投诉后进行调查，发现消费者手中的协议
没有商家印章，只单方面约定了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商家表示回
收可以，但是需要技术检测，程序履行的时间短则月余，长则半年，甚
至更久。

最后，着急用钱的李女士怕有其他变故，选择了商家“兑换一口
价黄金”的方案，换购了重量等值1万余元的黄金饰品。

“通过投诉案例及投诉数据可以看到，珠宝首饰回购协议暗藏各
种门槛限制。不论是原价回购还是增值回购，都有两方面的风险：一
是珠宝金店忽然倒闭等不确定因素，二是商家以珠宝首饰有损伤等
为由拒绝兑现承诺。”钟萍提示，消费者要理性对待吸引眼球的促销
信息，仔细了解回购、换购条款及规定。购买促销商品时，对商家做
出的口头承诺一定要签订书面协议，对承诺内容进行固定，并加盖公
章。 柳姗姗

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21.6%
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28910.9

亿元，同比增长 21.6%。其中，服务出口 14059.5亿元，增长 24.6%；进
口 14851.4亿元，增长 18.9%。服务出口增幅大于进口 5.7个百分点，
带动服务贸易逆差下降34.3%至791.9亿元。6月当月，我国服务进出
口总额5253亿元，同比增长19.6%。

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继续平稳增长。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
进出口 12144.9亿元，增长 9.8%。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 6828亿
元，增长13.1%；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
商业服务，分别增长 16.3%、13.9%。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 5316.9 亿
元，增长5.9%；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保险服务，增速达82.1%。

旅行服务进出口继续恢复。上半年，我国旅行服务进出口
3935.5亿元，增长8.2%。剔除旅行服务，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长
24%，其中出口增长26.2%，进口增长21.5%；与2019年同期相比，服务
进出口增长52.8%，其中出口增长67.8%，进口增长37.6%。 罗珊珊

多地出台“十四五”应对
气候变化规划

今年以来，江西、山东、广东等地陆续出台“十四五”应对气候变
化规划。各地明确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多项指标，并在源头治理、能
源结构调整等多个方面作出部署。上海证券报记者近日从权威渠道
获悉，国家层面的“十四五”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有望加快出台。

“十四五”是碳达峰的窗口期和关键期。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增
强气候治理能力，各地方制定了二氧化碳排放、生产能耗、能源消费
等多项指标。比如，《重庆市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2021—
2025年）》设置了工作指标16项，其中约束性指标10项、预期性指标6
项。按照规划，到2025年，重庆单位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达到国家考核要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下降14%。

从地方具体实施方案来看，通过优化产业、能源结构实现降碳仍
是“重头戏”。按照《宁夏回族自治区应对气候变化“十四五”规划》，
宁夏将控制石油、煤炭等“高碳低效”行业扩张，支持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企业通过主动压减、兼并重组、搬迁改造等方式压缩产能，每年滚
动实施100个重点技术改造项目；对未列入国家规划的煤化工、石化
项目一律不得建设，对钢铁、铝冶炼、水泥等新建和扩建项目实行产
能、能耗等量减量置换。 李苑

果农在云南蒙自市草坝镇的五八农业软籽石榴种植基地采摘石
榴。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市草坝镇五八农业软籽石
榴种植基地的 2300亩软籽石榴获得丰收并陆续上市销售。蒙自市草坝
镇的五八农业软籽石榴种植基地采用水肥一体化智能灌溉的现代化模
式，可在有效控制树高提高产量的同时高效节约水肥。 江文耀 摄

7月 30日，上海海昌海洋公园内的全球首
个奥特曼主题馆开业，被业界视为本土主题公
园走出了多元内容体验的破局之路，或将成为
缓解国内主题乐园“IP焦虑症”的一剂良方。

暑期以来，主题乐园游客数量迅速攀升。
同程旅行平台显示，近一周夜游景区类型中，
主题乐园以占比88%的绝对优势成为首选。携
程平台上，主题乐园热度环比上月大涨77%。

近年来，各地的主题乐园纷纷努力转型升
级，摆脱传统的“门票经济”，与大 IP结合成为
行业探索的新赛道。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我国现有 18.9万余家主题乐园企业，今年
1~7月新增3.4万余家，增速高达40.9%。

或将迎来新一轮产业集聚
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21 年中国 82.3%网

民表示去过主题乐园游玩，41.6%网民表示自
己半年去 1~2次主题乐园。在此背景下，主题
乐园也逐渐成为拉动旅游产业的重要帮手。

北京环球影城去年 9月开业时，门票正式
开售 1 分钟内就全部售罄、周边酒店预订爆
满。不仅“霸榜”各大短视频和社交平台，成功
登上中秋全国最热门景区榜首，更是以“一己
之力”带火了主题乐园经济。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认为，北京环球影城的爆
红，与其高质量的电影 IP密不可分。相对更灵
活开放的 IP园区组合策略能够使其不断更新
迭代，保持足够的新鲜度。

上海迪士尼从2016年开业以来，一直受到
众多关注，开业第一年累计游客接待量超过
1000万人次，并在开业首年实现盈利。据不完
全统计，目前迪士尼拥有数以百计的超级 IP，
众多 IP均有独立的商业化运作流程，在配合放
大 IP价值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流量效应。

深圳的主题乐园起步更早，锦绣中华民俗
村被认为是国内首次专业、系统建造的主题乐
园。预估 2024 年“全球最大的乐高乐园度假
区”等三大主题乐园建成后，年游客量将超千
万，带动GDP逾百亿元。

当前,遍布各个城市的主题乐园大小不一，
苦乐不均。但主题乐园打造的快乐经济,不仅
成为旅游市场的“流量”担当，而且反哺城市 IP,
对城市形象、城市活力、城市气质都产生重要
影响,带动城市关注度不断攀升,成为建设多彩
城市的助推器。

成渝全力打造顶级主题乐园
目前，京津冀拥有北京环球影城，长三角

拥有上海迪士尼，粤港澳大湾区则更多，作为
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的成渝地区，什么时候
才能拥有与之匹配的顶级主题乐园？

重庆文旅委负责人 8 月 8 日称，目前重庆
已经有了欢乐谷、融创文旅城、乐和乐都、汉海
海洋公园、奥陶纪等主题乐园，在建的还有两
江新区尼克室内主题乐园等，另外还规划了重
庆汽车公园等多个主题乐园。

今年 4 月迎来 1000 万游客的重庆欢乐谷
负责人陈奕告诉记者，开业5年来，重庆版欢乐
谷专属定制包括全球最先进、全国唯一一台山
地版飞翼过山车、全球第六大摩天轮，引入展
现世界多元文化的花车大巡游等创意节庆活
动，带来更多主题乐园体验的新鲜元素。

“重庆产业、文化和旅游资源丰富，在自然
景区和人文景区打造方面，应依据区域特点，
合理布局不同功能的旅游景点，形成互补之
势，相互牵引。”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王鸣剑接受
记者采访时表示，主题乐园将直接带动餐饮、
住宿、商业等多个行业的发展，拉动地区经济。

“同质化”成为最大瓶颈
“我每年都会带孩子去成都欢乐谷玩几

次。”家住重庆大坪的黄女士说，重庆大多数主

题乐园，都是照搬外地模式，设施和服务却远
远不及别人，孩子早已提不起兴趣了。

近年来，主题乐园以一种休闲、欢乐、浪漫
的形态，在文旅融合、城市提升、经济转型、拉
动消费中得到迅猛发展，但也隐现了概念不
清、盲目建设、模仿抄袭、低水平重复等问题。

位于重庆九龙坡的龙门阵魔幻山主题乐
园，花费了 16亿元巨资，按 5A级景区所打造，
仅仅经营 9年就因扩张过快、资金链断裂而被
迫关门。龙门阵景区占地面积约 800亩，是当
时重庆投资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现代主题
乐园。而今，仅以约2亿元的超低价，多次拍卖
却无人接手。

张毅认为：“打造一家优秀的主题乐园，持
续的 IP产出及运营能力是生命力所在，单纯依
靠门票来维持将难以为继。”

“主题乐园消费热兴起迎合我国旅游发展
大趋势，未来可能迎来新一轮产业加速集聚、
市场集中度提升的趋势。”中国文化和旅游产
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伴随着 80后、90
后成为消费主力群体，及旅游由观光向休闲度
假的市场变化，未来的主题乐园将从观光体验
为主转向休闲度假目的为主，带动主题乐园市
场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李国

根据国家外汇管
理局 8 月 7 日发布的
数 据 ，截 至 2022 年 7
月末，我国外汇储备
规模为 31041 亿美元，
较 6 月末上升 328 亿
美元，升幅为 1.07%。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
外汇储备规模上升主
要受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
作用，展望未来，随着
各项稳经济的政策措
施效应不断显现，我
国经济将继续保持复
苏向好的态势，有利
于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保持总体稳定。

国家外汇管理局
副局长、新闻发言人
王春英表示，2022 年 7
月，我国外汇市场运
行总体稳定，境内外
汇供求基本均衡。国
际金融市场上，受主
要国家货币政策、经
济增长前景及通胀预
期等因素影响，美元
指数上涨，全球主要
金融资产价格总体上
涨。汇率折算和资产
价格变化等因素综合
作用，当月外汇储备
规模上升。

中国民生银行首
席 经 济 学 家 温 彬 表
示，从汇率因素看，7
月末美元指数受通胀
预期抬升、美联储加
息等因素推动，较 6月
末上涨 1.1%，非美元
货 币 中 ，欧 元 下 跌
2.5%，英镑下跌 0.1%，
日元上涨 1.8%，综合
来看汇率因素导致外

汇储备的非美元部分出现小幅折价。
从资产价格因素看，7 月份因全球经济
衰退预期升温，主要国家债券收益率下
降，价格上升；全球股票市场从前期低
位反弹。股债两方面资产价格变化推
动外储规模上升，且上升幅度超过汇率
折算带来的下降影响。“从汇率表现看，
7 月人民币汇率整体保持平稳，考虑企
业境外分红等季节性购汇因素，实际表
现并不弱势，与外储增加相吻合。”温彬
说。

英大证券研究所所长郑后成也分析
认为，海关总署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贸易顺差 1012.7亿美元，扩大 81.5%，
再创新高，这对7月外汇储备形成支撑。

展望未来，王春英表示，当前全球经
济形势充满挑战，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
显增加，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性较大。但
我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
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将继续支持外汇
储备规模保持总体稳定。

郑后成也表示，展望 8月，地缘冲突
持续存在，海外通胀高位运行，海外主要
经济体大幅度加息，全球经济增长放缓
是大概率事件。预计美国 10 年期债券
到期收益率与欧元区 10 年公债收益率
难以大幅上行，且下行概率大于上行概
率，这将继续对我国外汇储备形成利
好。 张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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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门票经济”，主题乐园探索新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