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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吃火锅边唱歌 火锅KTV将成市场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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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寨沟景区8日起限额开放 门票40元想去耍吗 注意了！部分银行调高
信用卡连续逾期违约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微

体验：边吃火锅边唱KTV

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妹儿，玥玥对火锅完全
没有抵抗之力，在网上看到“网红”火锅KTV，一
向热爱唱歌的她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去“打卡”。

“比较新颖，所以就去尝试了一下，但是音响效果
一般。”玥玥此次去的是畅火锅主题KTV，她告
诉记者，这种火锅KTV比较适合好友聚会，具有
私人空间。

周三晚上6点左右，记者来到位于南坪的畅火
锅主题KTV，门店的装修新潮时尚，店内正放着时
下的流行歌曲。前台正忙着接电话“您好，请问你
们几个人，什么时候过来呢？”透明厨房里的厨师双
手飞快地运转着，准备客人点好的菜品；一旁的服
务员对着对讲机迅速回答到：“好的，我马上送话筒
过去”。与此同时，店内又多了几位新顾客。

记者了解到，畅火锅于去年 7 月份正式开
业，是重庆第一家火锅主题KTV。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火爆，尤其是周五
周六，很早就预订满了。现目前，店内一共有63
个包间，大小不一，吃火锅免费唱歌，时长为4个
小时。因为包含了唱歌，所以在菜品上，会比普
通火锅店稍微贵一点点，酒水也是6元起。

创新：吃货与麦霸结合

一说起重庆，很多人在第一时间都会想到火
锅，畅火锅主题KTV的创始人邱先生告诉记者：

“我们几个股东都是80后，走过很多地方，接触
了很多事情。我们发现，现在的KTV消费群体
越来越年轻化，有很大部分还是00后。而大多
数KTV除了唱歌，还售卖水果小吃以及酒水，我
们就想着把火锅也放进KTV。重庆火锅的历史
源远流长，已成为重庆的一个品牌，这也是把传
统码头文化与时尚相结合。”

畅火锅以前是一家普通KTV，邱先生接手之
后，和杨光会火锅品牌合作，重新打造成重庆首家
火锅KTV。“在菜品上，我们都是精挑细选，很多都
是当日空运过来，十分新鲜。还有一些是我们畅火
锅的秘制菜品、创新之作。”邱先生介绍到，每个包
间都进行了升级改造，采用无烟灶和新排风系统，
保证通风良好，顾客吃完身上没有太大味道。

作为重庆首家火锅KTV，会不会担心新鲜感
过去之后，顾客减少呢？邱先生表示：“这一点，
我们还是很自信的。从做这个开始，我们就制定
了完整的计划，我们很清楚每一步的布局，后续

也会有一些新东西加入。”

市场：火锅KTV越开越多

位于石油路的稻田火锅KTV于今年1月正
式开业，是稻田量贩KTV和老同学火锅店的合
作项目。记者在稻田火锅KTV门店看到，KTV
只改造了一半，2 楼是火锅 KTV，3 楼是普通
KTV。提及打造火锅KTV的缘由，稻田的相关
负责人朱女士表示“火锅是重庆的特色，很多人
都会选择先吃火锅再唱歌，把两者放在一起，比
较方便。而且很有新意。”

同样，位于大坪的星乐会火锅KTV，也是由
KTV改造而成，“火锅+KTV”的新颖形式吸引了
不少市民。晚上正是高峰期，记者在店内看到不
断有顾客进来。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店内
一共有二十几个包间，一般按照人数的多少来进
行安排，如果包间都满了，就需要顾客等位了。”

记者调查发现，当“一边唱歌一边吃火锅”走
红以后，不少新的商家也开始涌入火锅KTV市
场，美团上能搜索到的火锅KTV就有近 10家。
记者了解了大部分商家，都是在原来的KTV上
进行改造，并且采用无烟灶技术。在价格的对比
上，比传统的火锅店略贵，火锅KTV的4人团购
餐价格在160元左右，普通火锅的4人团购餐价
格在100元左右。

重庆商报讯 办年货、买礼物、外出旅游
……春节期间，成为了信用卡消费的高峰期。
不少市民表示，刷卡的时候很爽，但是还款的
时候就感觉“身体被掏空”。不过信用卡还款
可一点都不能马虎，如果逾期不仅会造成征信
受损，还会增加还款成本。据了解，我市部分
银行从3月开始上调信用卡连续逾期违约金，
如广发银行于3月1日起调整信用卡业务违约
金收取标准，如客户连续2个月（含）以上未按
时还清每期账单最低还款额，则按客户账单最
低还款额未还清部分6%收取违约金；客户不
存在连续2个月（含）以上未按时还清每期账
单最低还款额的，恢复按最低还款额未还清部
分5%收取违约金。如果持卡人连续逾期还
款，还款成本将有所增加。

据了解，广发银行连续逾期的违约金上
涨目前来看还属于个别现象，多数银行还是
将违约金收费标准设定为最低还款额未还部
分的5%。而对于最高收费额或最低收费额
则有不同的规定，从1元到20元不等。

重庆商报讯 因地震关闭大半年的四
川九寨沟景区，拟定于 3 月 8 日起部分对外
开放。1 日，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从相
关渠道获悉，旅行机构的相关收客工作将正
式重启。不过，由于景区实行游客实名制且
限额开放，业内人士提醒，接下来想去九寨
沟旅游的市民，切忌临时参团，须至少提前
15 天报名，否则很可能因买不到门票而耽
误入园。

景区门票僧多粥少
旅行社收客周期“延长”

“你等一下，我先看看旅发委的文件。”1
日下午3点，九寨沟景区宣布重新开放的第二
天，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致电重庆鑫传奇
国旅负责人唐岳力时，他手头正好摆着一份
刚刚传真回来的文件。

唐岳力向记者透露，这份文件的内容与此
前官方发布的信息一致，即九寨沟景区将于3

月8日起部分对外开放，但每天限额2000人，
且采取实名制购票。

“这意味着我们的销售节点必须大大提
前。”唐岳力经营九寨沟旅游已经多年，过去
游客提前2~3天、3~5天报名，都能成行。但
现在每天限额2000人，“四面八方的游客一起
来争夺每天固定的2000张门票。”唐岳力分析
说，购票压力是提前销售的主要原因。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查询了解到，目
前九寨沟景区暂时只针对团队游客开放购票
通道，以自驾游、自由行等方式出游的客人暂
时还不能购票入园。重新开放的景区目前施
行实名制购票，且购票后不能转让。旅行社
人士分析说，九寨沟景区面对的客源地太广，
目前每天只有 2000 张门票，且不能提前控
票。因此，旅行社的产品制作和预订不得不
大大提前，销售周期因此延长。

记者从我市经营九寨沟专线的多家旅行
机构了解到，全新的跟团产品目前正在紧张
制定中，单团一般是三四十个名额。“最早3月
8日就能发团，今明两天就能发布收客计划，
同时接受预订。”唐岳力说。

门票创新低
3月份淡季只收40元

关闭7个月之久的九寨沟景区，其恢复市
场信心的力度可见一斑。重庆商报-上游财
经记者了解到，虽然在每日游客接待量上祭
出 2000 个“保守”名额，但在门票价格上的

“赔本赚吆喝”力度却并不保守。
景区重新开放后，仍执行淡旺季门票价

格制度，但在此前基础上打了个对折。记者
了解到，景区目前施行旺季 110 元、淡季 40
元的价格水平，而此前旺季是 220 元，淡季
80 元。“整个 3 月份都将执行淡季价格水
平。”唐岳力说，从4月份开始，景区将调整为
旺季门票价。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门票促销力度较大，
但景区并未对观光车价格进行调整，目前该
价格仍执行 90 元/人的标准。记者还了解
到，恢复开放的景区特别规定，为确保游客
出游安全，将采取一个旅行团一个车一个导
游的模式，试图从多方面加强游客人身安全
保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亚 实习生 曾小芸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谢聘

为何火锅 KTV 越开越多？是跟风
还是新商机？从事火锅行业 10 余年的
欧阳先生告诉记者：“其实，之前也有
很多商家来找我合伙做，我都拒绝了，
因为我怕去垫背，毕竟我不是一开始
就进场的，如果我一开始就进场，或许
我还有可能挖第一桶金，现在进去感
觉 有 点 晚 了 ，新 鲜 劲 已 经 开 始 消 失
了”，欧阳先生认为新鲜的东西一般不
会长久，大家也就是图个新鲜，新鲜劲
过了，顾客就少了。吃火锅的人，最终
还是会到火锅馆，唱歌的人最终也还
是会到专业唱歌的地方。除此之外，
周三老火锅的负责人同样表示“我们
做火锅，只专注、专一”。

可能对于很多重庆吃货来讲，注
重的可能也是味道。过年期间，市民
程先生从主城回到江津，在朋友们的
提 议 下 ，在 江 津 也 体 验 了 一 番 火 锅
KTV，他表示“味道比不上很多老火
锅，还是苍蝇馆子的火锅好吃。”

抛开味道不说，其唱歌的形式还
是算得上新颖。记者联系到 In Love
银乐迪星光时代广场店，店长周先生
表示“随着时代的进步，也不停地有新
的东西涌现。火锅 KTV 是一个很好的
创意，但是改造之后，它 KTV 的性质
也随之而发生变化。像我们的定位是
量贩式 KTV，那么我们就专注做量贩
式 KTV”，周先生认为私人企业做火锅
KTV 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捞金，但是对
于大企业来说，还得严谨调查市场情
况。周先生表示 In Love 银乐迪目前
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

业内：
新鲜劲过了，顾客就少了

火锅 KTV 确实以其独特的创意吸
引了不少人，那么这种“火锅+KTV”的
形式是否可以延续下去成为一种新趋
势呢？著名管理专家姜维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我看来，火锅 KTV 是
一种很好的尝试。消费具有日常性、
周期性，火锅作为重庆市民的一种主
流消费，也需要不断地变化和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创新最容易、最便捷的
方式就是跨界，火锅和 KTV 看似不相
关的两种消费方式，融合在一起却可
以产生奇妙的效果”。姜维认为，各种
消费都是按照分分合合的思路，在相
互交叉、相互影响，并且具有多样性。
火锅 KTV 是一个新鲜的案例，其他的
重庆传统主业也可以尝试创新，为重
庆带来新的增长点。

重庆工商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
授骆东奇则认为火锅和 KTV 的经营
范围不同，能否成为新趋势还有待观
察。他表示：“KTV 的空间比较密闭，
而餐饮的经营比较注重安全和卫生，
两者的客户需求也不同。城镇人口
日益增多，消费需求也在增大，任何
一种经营形式都会有目标群体，但是
也不排除一时兴起的可能，火锅 KTV
是否会成为一个新趋势还得打一个
问号。”

专家：
新颖消费形式有待市场考验

“我吃火锅，你吃火锅底料”，这句
歌词从去年夏天一直火到现在。试想
一下，一边吃火锅一边唱这首歌是什
么场景？重庆畅火锅是重庆第一家火
锅主题KTV，自去年7月开业以来生
意爆满，在网上也引起了众多网友讨
论。近日，记者调查发现，火锅KTV
越开越多，美团上能搜索到的火锅
KTV 就有近 10 家，是跟风还是新商
机？火锅+KTV的形式能否延续下去？

门店的装修新潮时尚 记者 李微 摄

畅火锅主题KTV门店

食客可以一边烫火锅一边K歌 网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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