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口夜经济消费报告

一、报告背景

夜经济是衡量一个城市发展水平和繁荣程度的重要指标，也是一座城市经济

开放度、活跃度的重要标志。夜经济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英国,是经济学名

词,一般是指当日 18 时到第二日 6 时,以餐饮、购物、休闲、旅游、文化、建设

等为主的各种消费活动。根据商务部数据看出,我国目前城市人群消费有 60%发

生在夜间,其中,实体经济每天 18 时到 22 时的销售额占比达到 50%以上,可以说

夜经济已经成为拉动城市经济发展、提升城市活力及品味的重要法宝。

国内各大城市密集出台政策，掘金夜经济。夜经济，已经成为城市消费的“新

蓝海”。海南发展夜经济，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

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要

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方兴未艾的夜经济，将成为积极培育旅游消费新热点

的抓手之一。相比北方城市，海南夜晚凉爽宜人，全年可开展户外活动。此外，

本地居民早已习惯了“昼伏夜出”的生活方式，多数娱乐和社交活动都安排在晚

间，加之每年接待数千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为海南发展夜经济提供了充足的消

费群体。早在 2018 年年底，《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出台，

方案中就明确，到 2035 年，海南将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旅游消费目的地。方

案亦提出，海南将打造世界美食中心，鼓励建设海南特色美食街、夜市街区等，

推广琼菜美食文化。以夜市为代表的海南夜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而海口

作为海南的省会城市，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政策的支持都极大地推动了经济

的发展,夜经济存在巨大的发展潜力。近年来，海口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夜经济

发展，以城市更新为契机，积极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和营商环境，不断加深文旅融

合，通过夜市、夜游、文体赛事、公益演出等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夜经济发展、

激发城市活力，提升市民游客幸福感和获得感。

南国智库作为自贸港的新型媒体智库，持续关注城市、区域、企业等的发展

动态，积极搭建普通民众参与、媒体监督的第三方平台。盘点 2020 年度，海口

的夜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各大商圈又有何表现？其面临哪些发展难题？未来的

发展潜力在哪里？如何满足消费者多元的消费需求？又有哪些商家应该注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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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提升？

南国智库深度调研海口夜经济场景，走访多个商圈以及特色夜市，并与智库

专家、企业代表探索如何借力消费驱动的国家新政策，着眼自贸港，构建夜间经

济发展新模式，打造全方位、立体式的夜间经济新图景，助力海口夜间经济发展

新格局。

二、海口不打烊，数读海口之夜

作为旅游热点地区，海口市的“夜经济”充满了活力。当白天通勤“快节奏”

成为常态，夜晚就成为回归自我的绝佳时段。在海南，只有 10 点过后，夜宵摊

才会热闹；街边的大排档灯火通明，到下半夜依然喧嚣鼎沸。随着海南出台政策

重点发力“夜经济”，餐饮、娱乐、购物、夜间游，糅合多种消费形式的新打法

正在全岛悄然兴起。可以预见，未来海南的夜晚只会更加流光溢彩。夜色下，这

片名为“夜经济”的蓝海正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态势。

美团外卖夜间数据显示，2020 年，海口夜间外卖订单量激增，一天 24 小时

几乎都有市民在点外卖。其中，晚上 18-22 点是外卖订单高峰期。海口晚间（晚

上 6点到早 6点）外卖数量占到全天订单量的 38.4%，这个数字属于全国中等水

平。其中，24%的夜宵外卖来自于一人用餐，42%的夜宵外卖来自于两人用餐。一

人食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两倍。凌晨 0-1 点成为夜猫子吃货 活跃的时间段。椰

城宵夜江湖“战况”激烈，但谁也离不开海味。海口夜宵菜品种数量超过万种，

同比增长 3%。海口市民 爱的夜宵品种 TOP 3 分别为：海鲜烧烤、海鲜粥和小

龙虾。美舍河夜间吃货 多，夜宵订单量独占鳌头。

如今，夜游、夜购、夜市、通宵书店等业态愈加丰富，丰富有趣的夜生活，

带动了一座城的繁荣。但是“食”依旧是海口 突出的表现板块。外卖行业拓展

了夜经济新模式，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夜经济促进了消费，成为提升海南消费

环境的重要举措。外卖行业增加了新的供给，丰富了夜经济的业态，是促进夜间

消费的有利补充。作为夜经济分支之一的外卖行业，在发展过程中政府需加强管

理，引导行业有序发展，从而让夜经济供给更加多元化、丰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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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口之夜，各大商圈表现如何？

海口的商业市场主要由 9个商圈构成，分别为海甸岛商圈、解放西商圈、海

秀商圈、国贸商圈、滨海商圈、府城商圈、国兴商圈、西海岸商圈以及椰海商圈。

图 3.1 海口主要商圈分布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餐饮、旅游、线下娱乐、酒店、交通等

产生较大负面冲击。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海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决定，自 2020 年 2 月 26 日 17 时起，将省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应急响应级别由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三级响应。各

大消费市场逐步恢复生产经营活动，尽管多数不同体量的商业综合体已经恢复营

业时间，但相当一部分大商业餐饮商户不对外提供堂食，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

疫情对传统商圈的影响依然存在。

在今年疫情的影响下，各大商业体“活动企划”按下“暂停键”，如何快速

促进消费回流、强化品牌代言、打造场景式消费成为不得不面对和深入思考的现

实问题。南国智库通过走访海口 9大商圈，深入打卡夜海口，体验海口“夜力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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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海口主要商圈对比

商圈 典型商业项目 开业时间 商业形态 定位 测评

国兴

商圈

海航日月广场 2016

集百货、健

身、餐饮、休

闲娱乐、影视

剧院、主力

店、次主力

店、超市于—

体的国际化

商业综合体

项目

中高档

作为海口的新兴商圈，周边配

套高端。商场以中高档消费为

主导，业态丰富。海航日月广

场由 12星座构成，极具特色，

定时的音乐喷泉以及水幕电

影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灯光

设计赏心悦目，艺术氛围浓

厚。但是缺点是太大了，建筑

分散，难找停车位。

美丽的桫椤湾马路干净，基本

上没有生活垃圾乱丢现象，从

街头一眼望去，没有电瓶车乱

摆乱放现象，店铺的招牌灯光

衬托的整条街很漂亮，是闹中

取静的夜晚好去处。

桫椤湾 2016

集游乐、旅

游、休闲、情

景体验于一

体

中档

名门广场 2012
零售、餐饮、

休闲娱乐
中高档

椰海

商圈

海口万达广场 2016

购物中心、大

型娱乐中心、

时尚商业步

行街、SOHO

公寓等多种

业态

中高档

政策扶持加名企入驻，椰海商

圈应势崛起。新城吾悦广场占

据优良位置，夜文化氛围浓。

美食餐厅众多，通过测评发

现，工作日晚上 8点就餐等位

现象依旧明显。对比之下，室

外街商铺显得较冷清，且出现

多家店铺关门现象。物管到

位，不做形式化，疫情期间每

个门口都有值守扫码进场还

要测体温。但是为了防控疫

情，很多门都关闭了，进出商

场不太便利。万达广场楼下有

大型娱乐设施淘气堡，10元每

位的价格，亲民接地气，吸引

了众多孩子游玩。但是距离市

区较远，商场内工作人员较

少。女士商品店偏多，男士商

品店较少。工作日期间，晚上

9 点商场已经很冷清，商场缺

乏吸睛项目。

新城吾悦广场 2016

大型连锁超

市、影院、

KTV、儿童主

题城、特色美

食

中高档

恒大文化旅游城 -

13 万商业综

合体、16 万

国际商务集

群(包含风情

酒店等)

中高档

喜盈门家居生活

广场
2016

建材家具、总

代孵化、

SOHO 办公楼

中档

西海

岸商

圈

远大购物广场 2016

主要经营业

态为百货、超

市、餐饮、娱

乐休闲、儿童

中高档

海口 著名的海景住宅片区，

商圈内区位、环境、资源优势

较为突出。公共交通便利。远

大购物广场的开业完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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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园 西海岸商业配套，填补了西海

岸商圈的空白，恩祥王府井生

活广场开业后也进一步补充

了该商圈人们的商业需求。但

是该商圈距离市中心较远，随

着夜色的加深，商场也逐渐寂

寥。想要深夜吃个夜宵的消费

者可能停好车之后发现想吃

的商家已经停业。远大商场内

灯光设计光影交替，随手一拍

就很出片，吸引很多女性消费

者驻足拍照。

恩祥王府井生活

广场
2017

集生活购物、

社交娱乐、餐

饮聚会、亲子

互动、影音盛

宴一体

中高档

解放

西商

圈

友谊商业广场 2006

集购物、娱

乐、休闲、餐

饮集商务酒

店为一体

中档

海口传统核心商圈，历史悠

久，以中低档次消费为主导，

餐饮娱乐等配套设施不足。商

圈内著名的旅游景点-海口骑

楼老街，除独特的骑楼建筑以

外，还有丰富的名人古迹。夜

晚的骑楼老街，灯光璀璨，拍

照很好看，但出口、洗手间等

指引不明晰，公共休息区域偏

少。此外，小商贩较多，环境

嘈杂。该商圈同质化严重，友

谊商业广场属于该商圈经营

状况较佳项目，但百货经营状

况有所下滑，也逐渐增加餐饮

娱乐比例。受疫情冲击，骑楼

小吃街已经关闭。傍晚 7点左

右，泰龙城小吃街并没有想象

中的热闹，且小吃偏贵。入口

处会量体温，每个商家都很热

情。

东方广场 2000

集购物、娱

乐、休闲为—

体的青春时

尚现代百货

商场

中档

金棕榈商业广场 2014
餐饮、娱乐、

休闲于一体
中档

解放路商业街 -
生活物品批

发、零售为主
低档

海秀

商圈

望海国际 2011

集购物、餐

饮、休闲 观

光为一体的

“一站式”大

型零售综合

体

中高档

海秀商圈是海口市 为知名

的商圈之一。通过测评发现，

商圈的百货传统经营状况有

所下滑，例如没落的乐普生和

类似百货模式的各个商场。

餐饮和娱乐等配套设施在商

圈中所占的比例较低，缺乏中

高档餐厅和主题餐厅等，娱乐

设施更加匮乏， 高档的电影

院仅为万达影院。

夜晚的海秀商圈，外面有多热

亿圣和百货
古玩、零售、

餐饮
中档

南亚广场 2005 中档

明珠广场 2000
集购物，休

闲，娱乐，餐
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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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内里就有多冷清。除了吃

饭的餐馆人多一些外，楼下的

商店很少有游客光顾。在商场

内部也可以看到很多门面已

经关闭。

饮及商务酒

店展示服务

一体

万国大都会 2008

零售餐饮、休

闲娱乐为一

体

中高档

国贸

商圈

上邦百汇城 2008

含大型超市

电器商场、美

食、休闲步行

街等多种业

态

中高档 该商圈各业态发展均很成熟，

长期以来受当地白领及学生

青睐。开业不久的友谊阳光城

丰富了国贸商圈的商业业态。

该地公共交通便利，道路被绚

丽多彩的光影包围。清吧里，

吟游的歌者，步道上，打卡拍

照的游人，还有街头艺人的热

闹喧嚣，夜文化丰富且浓郁。

上邦百汇城是年轻人的聚集

地，广场外还有丰富的夜市活

动，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但

是缺乏管理和治安，如果可以

增加更多的垃圾桶，会提升消

费者逛夜市的幸福感。

京华城 2012

集餐饮、娱乐

休闲、购物为

一体的大型

购物广场

中高档

宜欣广场 2016

主力百货、生

活超市、精品

零售、高档餐

饮、休闲娱乐

等业态的组

合

中高档

友谊阳光城 2017

集百货商城、

餐饮、电影

院、康体休闲

为一体

中高档

滨海

商圈

生生百货 1995 百货零售 高档
也是海口传统的核心商圈，商

业档次较高，高档百货定位。

商圈以购物及休闲为主，但由

于物业建筑条件较差，吸引的

餐饮及娱乐品牌档次大部分

不高。

生生百货基本属于完全停业

状态，夜晚几乎没有顾客光

顾，经过调查询问，大部分的

店面都已经搬至生生国际商

场。

但测评团傍晚6点到达生生国

际商场，其景象依旧冷清。受

到疫情的影响，三楼和四楼的

商家已经撤掉，如今只剩一楼

和二楼的商户在经营。

百方购物中心在酝酿多年后

以汇聚国外高端精品店开业，

但宣传力度低，辐射人群窄，

生生国际购物中

心
2015

购物、餐饮、

娱乐及文化

展示

高档

紫荆百货 2007 零售 高档

秀英时代广场 2007

集休闲、娱

乐、购物、商

务宾馆办公

于一体

中档

百方购物中心 2017

高端购物、餐

饮、娱乐、超

市、于一体

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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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打卡地，领略海口夜生活

海口未来大商贸中心正从单一形态向多元化方向迈进，传统商业主要集中在

也没能为该商圈掀起一波热

度。该商圈的夜力值较低，对

消费者的吸引力较弱。

府城

商圈

天茂百货 2004 零售、超市 低档

由传统的居住区逐步发展起

来的区域性商圈，商业业态较

为单一，居民消费以传统街铺

为主，缺乏大型的商业集中

体，知名品牌入驻较少，缺大

多品牌定位为中低端消费。商

圈商品的物价、质量，更具有

“老海南味道”。

商圈夜娱体验不完善，商场设

计风格单一，夜晚的和信广

场，消费者更多集中在大润发

购物，而一楼的商铺则光顾的

人较少。如果商场能够增加更

多的夜市文化、夜娱体验，将

会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和信广场 2012

集休闲、娱

乐、购物于—

体

中档

E世纪广场 -
零售休 餐

饮、娱乐
中档偏低

海甸

岛商

圈

海甸城 2016

集购物、休

闲、娱乐、餐

饮文化于一

体

中档

覆盖人群主要为“本地人+新

海南人+候鸟”，该商圈拥有

较多高档楼盘，但基础建设缺

乏，没有强有力的商场卖场支

持，缺乏大型餐饮娱乐设施和

大品牌。区域内居民消费以住

宅底商、街铺为主，档次偏低，

商圈基本无法吸引区域外的

客户。2016 年开业的海甸城、

西溪里商业街补充升级了该

商圈休闲、娱乐、购物业态。

但由于档次不高，产品雷同度

高，生意较冷清。

但是测评团发现，商场外的街

区夜文化氛围浓，夜市较多，

摊位布局合理，每个店铺风格

迥异，灯光布景也较规划。但

是由于街区老旧，停车位难

找，高峰期堵车现象按严重。

西溪里商业街 2016
零售、休闲餐

饮、娱乐
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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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新兴商业多点开花。发力海口夜经济，应以商圈服务为基础，而市场也

需要一个从消费者体验出发的口碑测评。南国智库测评团以“夜海口典型打卡地”

实地测评的方式，体验海口夜力值，为消费者提供夜生活打卡地真实测评。

南国智库测评团主要从交通便利程度、夜娱项目丰富度、商业文化氛围等维

度评测海口夜生活打卡地。通过走访典型商场夜市，记录真实感受，为消费者提

供夜海口目的地参考，也促进了商家的调整升级，从而更好的打造夜海口品牌名

片。

z 4.1 冯小刚电影公社：规模不大，但精细度好

南国智库测评

团选择冯小刚电影

公社作为典型打卡

地，一方面是因为

其以中国知名导演

冯小刚命名的冯氏

场景的影视城，是

海口市知名的旅游

景点，另一方面，

该地也有海口 美

夜景打卡地之称。 图 4.1 冯小刚电影公社

冯小刚电影公社，占地面积 93 万平方米，包括 3条主街，分别是 1942 街、

老北京街和南洋街；3个主题区，分别是冯氏贺岁电影园林景观区、教堂广场区

和大型摄影棚拍摄区；以及 1条影人星光大道；主要景点有 1942 街、南洋区、

老北京街、南洋风情街、教堂广场区、冯氏贺岁电影园林景观区等。整个公社模

不大，大约 1.5 小时可以游览结束。测评团傍晚 7 点达到电影公社，美团 APP

门票价格为 53 元，相对于白天的 198 元，夜晚游览更具性价比。南洋景区非常

适合拍复古国潮风格的照片，浓浓的旧上海和旧新加坡风格，让这幻彩霓虹多了

一种时空错乱的时尚感。芳华取景地是 1942 景区的一部分，夜里的文工团大院

漆黑一片，没有了电影中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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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很多旅游景点一样，1942 街内有小吃店、饮品店、纪念品店，但没有太

过违和的店铺，大部分都是尊重民国风格的，比如路边随处可见的冰糖葫芦、吹

糖、街边杂耍等。让测评团感到惊讶的是，景区的美食价格十分亲民，并没有恶

意抬价的现象。但是晚上 9点过后，街边的铺子逐渐关门，夜力值减弱，人群也

减少，这可能与电影公社的位置有较大关系，从市区打车到此，大约需要 40 分

钟，而且夜里的公交车发车不规律，这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

此外，电影公社夜晚内部的工作人员较少，建议公社可以适当增加工作人员

提升游客的体验感。夜里的电影公社很美，霓虹闪烁，是拍照的绝佳胜地。但缺

乏娱乐设施以及活动，所以对游客的吸引力还较弱。

z 4.2 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网红美食街，美食爱好者的好去处

图 4.2 海大南门小吃一条街

经过修整，海大南门夜市在 2020 年 3 月 25 日重新开业。只要你来到海口，

这是必定要去的地方，从街头到街尾，布满了各种特色小吃。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婆娑的夜影下，海大南门夜市灯光璀璨，一排排餐车摆放有序。每到夜晚，

海大南门这条大马路就实行交通管制，空出一整条街，各个餐车摊位开始有序排

列，美食也开始张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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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修整的海大南门夜市夜力值大大提升，每个餐车位都挂着红灯笼，远处

望去，霓虹闪烁，极具特色。测评团发现，可容纳 300 多个摊位的海大南门小吃

街，当晚开业的约占 70%，客流量不到往日 热闹喧嚣的一半，这与疫情影响有

较大关系。但是疫情得到稳控，海口已经逐步放开商业中心和餐饮网点，以往“吃”

“买”“逛”“购”的海口多彩生活，相信会很快到来。

测评团实地考察后发现，虽然修整过的夜市卫生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小吃区

的地面上还铺设着一层浅色的地板塑料胶，经营产生的油污、垃圾不会直接掉落

在地上。在容易出现垃圾的小吃区、水果区，各摊位前都摆放着一个垃圾桶。但

是桌面卫生还较差，油渍较多，影响消费者的体验感。电瓶车摆放凌乱，高峰期

很难找到停车位。

五、海口夜经济发展对策与建议

夜市是海口夜经济活力的重要体现，夜市里的烟火气也象征着人们生活的烟

火气。当前夜间经济产品局限于餐饮、购物等，事实上，夜经济不仅仅是“夜市”，

而是一个经济文化生态圈，需要“以文化为基，以特色为点，辅之以完善的配套

及服务”。比如，西安大力发展大唐文化，意图将夜游西安打造成古都旅游的一

张新名片。“夜经济”应该融入更多的文旅元素，避免同质化的夜，深度融合城

市的特色、历史和文化，打造独特的城市“夜经济”。

z 融入文化元素，注重品牌建设

相关部门应注意将海口市的人文特色与休闲娱乐相结合,创造特色的夜经济

项目,如音乐喷泉、灯光秀等,同时要以特色餐饮为基础,以主题性演出、大型娱

乐项目为亮点,以公园、步行街等为载体,发展特色夜经济项目,打破传统经营模

式,发展集餐饮、娱乐、休闲、观光体验为一体的夜经济,将人们的潜在消费需求

充分挖掘出来,同时还可以借助知名历史和大型赛事活动宣传海口市文化,提升

城市休闲服务产业知名度,打造特色品牌,为夜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机遇。作为海南

省省会，自由贸易港的核心城市,海口有府城鼓楼、五公祠、琼台书院等人文古

迹,夜经济可以借助这些特色文化,使自身的发展更具文化内涵。

z 加大“夜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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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要制定鼓励夜经济发展的优惠政策,放宽对个体经营的条件限制,

加大力度增加基础设施服务建设,出台支持夜经济发展的交通保障措施,如适当

延长末班公交车的运营时间,可以适当再多运行 2 小时,为人们参与夜经济提供

便利条件。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合理增加夜间公交线路,设置夜间专项公交线路,

在没有灯光的道路上增加灯光照明设施,同时给予街边店铺适当电费补贴,还可

以提供全备的供水、供电设施,从而为夜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降低企

业运营成本,推动夜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可以增开冯小刚电影公社到市区

的公交专线，方便人们的夜游安排。

z 把握消费趋势，凸显地域特色

首先,相关部门应该充分了解夜景经济背后的意义和作用。做了详细的了解

之后,可以组织系列宣传活动、晚会,同时也可以借助一些大型会展的机会,营造

夜间活动的氛围,引导市民晚上走出家门、进行消费活动。其次,灵活运用新媒体

的传播作用。媒体的作用对于地区夜景游览的宣传有着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近

年来开始兴起的各类新媒体平台用户受众非常多。因此,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采取

新媒体营销手段对当地景点的夜景情况进行宣传,建立相应专栏也不失为一种好

的宣传办法,可以向市民和全国观众介绍夜间的特色消费活动,吸引观众的注意

力和参与想法。此外,夜间消费场所也要采取一定的宣传措施宣传自己的特色产

品以吸引消费者。此外，制作本地特色新媒体产品，在公共媒体上增加“海口之

夜”专题推介内容，开发特色品牌夜游路线。

z 引入高端夜经济产品，丰富夜生活内涵

海口的图书馆、剧院、展览中心、艺术馆等现代文化公共服务设施很大程度

上丰富了市民的生活,满足了市民的精神需求,但是一般这些公共服务设施都只

在白天开放,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延长这些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间。一旦夜间开放成

为常态,一方面有助于缓解白天的客流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带动夜景经济的发展,

与美食、影视、购物等传统行业融合实现资源整合,开发出更加多元的文旅产业

生态。例如,万绿园等多个公共场所的开放时间为全天 24 个小时,给夜晚出行的

市民提供娱乐和文化活动休闲的场所,同时可以有效带动周边地区夜间经济的发

展。

z 打造温馨舒适的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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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夜晚品美食、赏夜景、享购物已经成为海口夜晚

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但是夜经济发展越繁荣,环境问题就越不能忽视。政府要

加强夜间治安管理,保证消费者夜晚人身安全,食品卫生部门要加强对食品卫生

的监控,努力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健康放心的消费环境。政府可以在夜市增设垃圾

桶和安排更多的环卫工人,还可以组织志愿者来参与夜市环境卫生清理,消费者

个人也要注意树立健康的夜生活意识,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修养,在参与夜

经济的过程中,不乱扔垃圾,注意保护环境,全民共同参与夜经济,共同为创造干

净卫生的夜经济环境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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