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凌晨2点打烊,长沙“酒吧街”酝酿变局
37家单位联合发出10项承诺，转型升级树立“阳光娱乐”，打造“新解放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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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不夜城”，一直以来是长沙解
放西路“酒吧街”留给市民最深的印象。这里丰富的“夜生
活”增添了“娱乐之都”的色彩，更是年轻时尚者的“打卡
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长沙酒吧行业走过了20年的
风雨历程，唯有解放西路“酒吧街”一直被人们津津乐道。

岁月浮沉、时代变迁，“酒吧街”并没有随着大品牌的
“离开”而衰败，相反，正在悄然酝酿着新变局。

5月20日起，凌晨2点打烊、杜绝未成年人到店消费、
杜绝携带管制刀具、禁止一切陪侍服务……在打造“酒吧
街”品牌20周年之际，长沙市酒吧KTV娱乐行业商会作出
10项自律承诺，希望重振解放西路“酒吧街”。

■记者 丁鹏志 杨昱

“对于《通知》的内容，我们当
然无条件支持。”“魅力四射”酒吧
在长沙解放西路已经有近20年的
历史了，魅力四射酒吧、弗洛KTV
董事长李志表示，“魅力四射的演
艺吧基本在凌晨1点左右结束表
演， 去慢摇吧的客人一般也在凌
晨2点左右离场。所以《通知》的下
发间接降低了我们的经营成本。”

李志称：“这些年解放西路酒
吧的生意有点滑坡，好多人都调侃
‘解放西路凌晨已经不堵车了’。”

“5月19日我们就已经在抓紧

落实凌晨2点打烊的要求了，店门
口和酒吧大堂都挂上了提醒图
片， 也提前跟所有员工进行了交
待， 对订房的客户一定要及时通
知到位。”李志说，此外，由于解
放西的KTV都是量贩式的，没有
晚晚场，因此《通知》的执行对
KTV的影响也不大。

“目前，我们还是按照以前的
营业模式来进行， 没有很大的调
整，只是现在我们更规范了、要求
更严格了。”廖文斌表示，他所经营
的酒蜗KTV会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有业内人士曾表示， 以酒
吧、歌厅为代表的长沙娱乐行业
每年接待人次突破千万，是长沙
的一张名片。 所谓的转型升级，
不是简单的设施、 设备的更新，
而是意识创新、模式创新、内容
建设创新，应鼓励连锁经营。

记 者 了 解 到 ，SUPER�
MONKEY 酒 吧 和 PLAY�
HOUSE酒吧就是“酒吧街”这次
转型升级的“吃蟹人”。他们是由
很多小酒吧持股，合资投资一起
建造超2000平方米的大酒吧。
正在装修中的SUPER�MON-
KEY酒吧面积约6000平方米，
不仅提升了软硬件设施设备水
平，还优化服务体验环境，用与
国际接轨的一流品质吸引顾
客；PLAY�HOUSE酒吧主打室

内派对，定位为国际化音乐派对
场所。

“以前，酒吧的管理小、散、
乱，不是流水线、规范化，与现
在市场经济管理， 以及消费者
的心态不符。 与其让政府部门
来规范，不如行业自律。”长沙
天心区文体旅局文化市场综合
执法局局长朱德军表示，“上述
酒吧的建成， 将大大提升解放
西路酒吧的经营品质和档次，
促进天心区酒吧行业的整体转
型升级。”

“目前我们首要任务是加强
自律，为树立解放西路‘阳光娱
乐’做出贡献。之后的规划和具
体的部署和安排，我们会在后续
的商会会议中探讨和研究。”廖
文斌说。

●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
卖着门票、 喝着散装啤酒、
舞池中还有人领舞的迪斯
科就是如今酒吧的雏形。

●1999年 可可清吧
将洋酒引入长沙。

●2000年 玛格丽特
将杰克丹尼、 威士忌一类
的洋酒推向大众市场，长
沙酒吧由此开启了“洋酒
时代”。

●2001年 金色年华
演艺中心在解放西路开
业， 狂轰滥炸的电台广告
以及边喝边舞边观赏的歌
厅经营理念让它红极一
时，仅不到2年时间便收回
成本，成就业界“神话”；同
年开业的还有至今仍十分
活跃的魅力四射。

●2004年底 苏荷入
驻长沙， 带来了欧美蓝调
音乐以及全国连锁的“大
品牌”。此后，乐巢等慢摇
吧逐渐崭露头角。

●2010年 政府加强
了对夜店的各项管控，长沙
市酒吧业经历全新洗牌。

●2013年到2014年
Lounge吧进入长沙，又掀
起了长沙新一轮的酒吧拉
锯战。

●2016年 长沙解放
西路阵痛的一年。 苏荷、
乐巢、酒库关门，温莎KTV
撤离解放西路。

●2017年 长沙解放
西路逐渐回暖。 在一年不
到 的 时 间 里 ，Miuline、
Monkey�Museum、S2、小
乐等酒吧品牌相继绽放。
乐巢品牌也在2017年重
返长沙解放西路。

●2018年开年 长沙
解放西路迎来新成员Fox�
darling酒吧。

……

“以前，酒吧没有时间限制，我
们都是不醉不尽兴，嗨到几点算几
点。”苏哲（化名）是一名企业高管，
为了谈生意，他经常陪客户去酒吧
应酬。

当得知长沙解放西路“酒吧街”
以后凌晨2点打烊后， 他的第一反应
是“支持”，“以前为了让客户尽兴，我
们得经常陪到很晚，身体吃不消。现
在规定了时间， 这无疑也减轻了我
们的负担，当然是支持的。以后过
了凌晨2点， 可以陪客户去吃吃长
沙的夜宵，一样也能尽兴。”

肖艺（化名）是一名经常泡吧
的90后女生，由于朋友多，经常要
外出应酬。“一般是不玩到尽兴不
回家。”肖艺告诉记者，她的最高泡
吧记录是一周4天，“每次是吃完了
夜宵去蹦个迪， 或是蹦完迪去
KTV，有时还经常跑几个场子。”

当她得知长沙解放西路“酒吧
街”限时后，表示不解，“长沙的夜
生活是凌晨2点开始，像酒吧、口味
虾、夜宵等等，都是夜生活的特色，
泡吧都限时了， 那以后过了凌晨2
点，只能转场去别的地方嗨了。”

经营者：无条件支持，对生意影响不大

市民：有的选吃夜宵，有的要“转场嗨”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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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凌晨2点打烊，长沙市酒
吧KTV娱乐行业商会还推出了一
系列承诺，意在重振解放西路‘酒
吧街’。”朱德军表示，酒吧、KTV凌
晨2点就打烊，对很多消费者来说，
会玩得不过瘾。 不过酒吧关了门，
消费者还可以选择去看电影、吃夜

宵、喝茶等。
朱德军介绍，为优化解放西路

“酒吧街”品牌形象，文化行政部门
还将与长沙酒吧KTV娱乐行业商
会开展一系列活动，推出更多的优
质服务， 让更多市民走进解放西，
感受长沙的“娱乐气质”。

让更多市民走进解放西
感受长沙“娱乐气质”

部门说法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刚好也是打造解放西路‘酒
吧街’品牌20周年。为了打造新
时代背景下的新解放西， 我们
组织了商会内的会员单位加强
政治学习。 大家普遍认为必须
要加大加强行业自律， 积极引
导娱乐场所转型升级、 精神提
质，更加合法合规地规范经营。
于是商会做出了上述举措。”5
月20日下午，说起本次下发《通
知》的背景，长沙市酒吧KTV娱
乐行业商会秘书长廖文斌如是
说道。

廖文斌表示，今年是长沙解
放西路“酒吧街”的第20个年头，
商会准备搞一系列活动，回顾这
20年的风风雨雨，“也准备趁这
个节点， 引导原来那些小的、散
的、有问题的酒吧，规范转型升
级，抱团取暖做大。”

“这次《通知》的下发是由商
会牵头组织的，商会内所有的会
员单位都会带头执行，同时我们
也向全市其他的同行们发出倡
议， 一起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共同规范长沙的娱乐市场。”廖
文斌说。

行业自律 规范经营，打造“新解放西”

转型升级 小酒吧合资建大酒吧

5月19日晚，长沙酒吧KTV
娱乐行业商会向行业所有会员
单位发布的一份《重要通知》
（下称《通知》）引来众人关注：
从5月20日开始，该商会37家会
员单位营业时间将规范至凌晨
2点截止。

《通知》称，所有门店在订台
阶段，务必通过客服人员做好营
业时间的前置化告知；所有会员
单位门店门口必须设立醒目告

知牌，向消费者告知营业时间。
此外，《通知》还要求客人凭

身份证入场，坚决杜绝未成年人
到店消费；加强安保措施，规范
安检环节；禁止一切有偿陪侍服
务；全面禁止黄、赌、毒、黑等各
类违法行为； 禁止销售假酒；需
保证消防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
畅通等共计10项规定。 同时，长
沙市酒吧KTV娱乐行业商会还
特设立举报电话。

商会发文 酒吧KTV凌晨2点打烊

5月20日起，长沙解放西路“酒吧街”凌晨2点打烊。 记者 丁鹏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