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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州博物馆自2007年以来，一直坚持观众问卷调查工作，以观众的要求为服务导向。为进一步了解苏州博物馆对苏州经济的影

响力，苏州博物馆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影响力调研。基于对全年3618份有效样本的综合数据统计，并与苏州文旅集

团、拙政园等相关单位比较，发现苏州博物馆对苏州市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较大影响力，并逐渐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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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旅产业是指与人的休闲生活、文化行为、体验需求（物质的、精神的）密切相关的领域。主要是以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和

文化产业为龙头形成的经济形态和产业系统。

一、研究目的

据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

2017年苏州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万亿元，2018
年达1.85万亿元，排名江苏第一。全年实现旅游总收

入2609亿元，在“2018中国最佳旅游目的地城市排

名”总榜单上位列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在全国

地级市中排名第一。

苏州经济能有如此飞速的发展，文旅产业①的快

速发展功不可没。近年来，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就

业人群的收入在快速增长的同时，驱动了中国基数庞

大的消费者持币寻找消费升级的下一站，随着国家文

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融合，文旅产业可以说进入了大

发展、大提速的辉煌时代。文旅产业的发展对城市消

费市场有很强的拉动能力。文旅产业的兴盛，在一定

程度上满足了旅游者了解旅游地文化的需求，同时也

形成持续不断的消费热点，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起

到很大推动作用。目前，博物馆已经成为文旅产业的

核心项目形式。2019年春节期间，根据中国旅游研究

院的统计，7天达到了4.15亿的旅游人次，其中40%
以上旅游人次走进了博物馆。

作为苏州的城市地标，苏州博物馆成立于1960年

元旦，是苏州文物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教育的

中心。馆藏文物1.8万余件（套），以历年考古出土

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见长。此外，还收藏有古籍

善本725种3128册，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址

太平天国忠王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10月6日，著名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新

馆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新馆占地面积约10700平

方米，建筑面积19000余平方米，加上修葺一新的太

平天国忠王府，总建筑面积达26500平方米。2018
年，苏州博物馆接待海内外观众318万人次。近年

来，苏州博物馆先后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全国文

化先进集体”“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全国博

物馆文化产品示范单位”等荣誉称号，在2014-2016
年度国家一级博物馆运行评估中是唯一一家获评优秀

的地级市博物馆。

苏州博物馆自2007年以来，一直坚持观众问卷

调查工作，以观众的要求为服务导向。但是，作为苏

州市的城市名片，苏州博物馆对苏州市经济发展的贡

献率和影响力，在之前的问卷调查中却从未涉及。为

进一步了解苏州博物馆对苏州经济的影响力，苏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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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馆委托第三方公司开展了为期一年的经济影响力调

研。项目经历了前期调研、问卷设计、问卷编程、程

序测试、问卷上线执行、数据回收、数据清洗、数据

录入的标准流程，并最终形成调研报告。

二、被访者样本代表性

本次调研委托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从苏州博

物馆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31日间的入场观众

中，按统计学抽样规则进行随机抽样问卷调研，经过

数据清洗，共回收有效样本3618份，样本具有较好的

代表性。 

三、经济影响力测算模型

参考相关前期研究成果[1]，通过建立经济影响力

测算模型（图1），测算苏州博物馆的拉动效应。苏

州博物馆的直接收入通过直接统计可以获得，间接收

入则需要测算一个拉动系数，以此推断间接收入。抽

取部分入馆观众进行问卷调查，根据样本的消费金额

推算直接收入。收入模式分为：1.住宿消费、2.餐饮

消费、3.购物消费、4.娱乐消费、5.交通消费。围绕

上述5项费用，抽样了解观众的实际消费金额和消费

结构，推算出苏州博物馆的间接收入。

苏州博物馆综合经济影响力由直接经济影响力与

间接经济影响力共同构成。其中间接经济影响力由社

会影响力、文化影响力构成。评价社会影响力又可从

辐射范围、观众黏性、参观意愿强烈度等三个指标维

度进行评价。对各个指标得分进行加权计算，最后可

计算出苏州博物馆的综合经济影响力。

四、社会影响力

（一）辐射范围

据统计样本，来自江浙沪皖的观众共计2148人，

占比59.37%。来自苏州大市（含张家港、常熟、太

仓、昆山）的观众共计874人，占比24.13%。来自苏

州市区的观众共计800人，占比22.11%。来自姑苏区

的观众共计295人，占比高达8.15%。来自安徽省的

观众共计170人，占比仅4.70%。来自港澳台地区的

观众共计95人，占比2.63%，来自国外的观众共计78
人，占比2.16%（图2）。

最终研究结论是：观众来源广泛，覆盖海内外，

但观众主要来源于江浙沪地区，在苏州大市范围内，

观众主要来自姑苏区。整体而言，苏州博物馆具有广

泛的影响力，影响力辐射海内外，但主要辐射范围仍

局限于江浙沪地区。苏州本地的辐射范围则主要局限于

姑苏区。大型节假日会令苏州博物馆的辐射范围扩大。

采用5分制评价法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3
分（辐射范围一般）。　　　　

（二）观众黏性

据统计样本，74.96%的观众是首次参观。参观

三次及以上的观众占比10.45%，说明反复前来苏州

博物馆的观众主要是本地观众，外地观众多数只会来

参观1次（图3）。

大多数人是选择2人同来（占比36.68%），其

图2：观众来源地

图3：观众参观次数

图1：苏州博物馆综合经济影响力测算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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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是独自1人前来（占比18.27%），再次是10人

以上同来（占比15.59%）（图4）。而跟客户前来

的观众最少，仅占0.22%，跟旅行团前来的也仅占

1.58%。同行人员的关系主要是私人关系，以家人

（占比26.89%）、师生（占比20.01%）、朋友（占

比18.16%）三种关系为主（图5）。

最终的研究结论是：观众的出行模式主要是因

为私人关系，两人同来，或者独自前来，或者一大

群师生同学集体前来。进一步推导可知，苏州博物

馆影响力覆盖的人群主力是因私过来休闲观光的

人群，平时主要以苏州本地人群为主，在大型节假

日，会吸引更多的外地观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在

校师生。

以5分制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4分（观众

黏性较强）。

（三）参观意愿强烈度

据统计，观众了解苏州博物馆相关信息的主要

渠道是通过网络（占比67.69%），其次是通过亲友

（占比31.87%）和电视（占比16.47%）（图6）。

最终研究结论：网络、亲友、电视这三大传播渠

道是观众获取苏州博物馆相关信息的主要渠道。由此

推论，苏州博物馆要增强自身的影响力，可从这三大

传播渠道着手。

以5分制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4分（参观

意愿比较强）。

观众参观苏州博物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参观主题

展览，感受历史人文气息（占比52.63%），其次是

一睹贝聿铭先生的杰作（占比23.60%）和从外地过

来旅游游玩（占比18.24%）（图7）。多数观众是

专程慕名而来（高达37.06%的观众是看到广告慕名

而来，17.91%的观众是在亲戚朋友的推荐下过来）

（图8）。

最终研究结论：大型假日吸引了更多外地游客有

计划的前来苏州博物馆参观。观众专程慕名前来参观

苏州博物馆的主题展览，感受历史人文气息，这是苏

州博物馆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体现。

以5分制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4分（参观

意愿较强）。

综合以上得分，苏州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力得分最

终评定为4分（社会影响力较大）。

图5：观众与同行人员的关系

图4：观众同行人数

图6：信息传播途径

图7：观众参观目的

图8：观众参观意愿强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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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直接经济影响力

观众因为参观苏州博物馆而产生了相应的住宿、

餐饮、交通、购物、休闲娱乐等消费需求，这是苏州

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为便于量化研究，以消费

金额元为单位来评估经济影响力。通过调研得出观众

的人均消费金额，乘以全年观众量，即可计算出苏州

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

绝大多数观众参观苏州博物馆后会产生住宿消

费（住酒店的占比高达52.79%，住特色民宿的占比

16.61%，短租房的占比3.37%）（图10）、交通

消费（产生交通费的观众占比高达81.70%）（图

11），以及在苏州博物馆产生购买文创产品、咖啡等

直接消费（占比达62.13%）。因为来苏州博物馆参

观间接在苏州产生购物消费的观众高达90.32%，产

生唱歌跳舞等休闲娱乐消费的观众高达68.84%。

通过全年监测的数据，观众人均消费情况为：

住宿1.50天，住宿消费239.44元/天，住宿消费小

计360.16元；交通消费355.93元，其中市内交通消

费78.66元；在苏博的消费为145.08元；餐饮消费

387.27元；在苏州的购物消费（除去苏博）511.03
元；在苏州的休闲娱乐消费318.29元。人均消费共计

2077.76元。

观众中，对于本地观众（指苏州市，不含4个

代管县市），其产生的消费仅在苏博的直接消费计

入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统计；对于外地观

众，部分观众是专程前来，其产生的消费可以全部

计入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统计；部分观众

是在亲戚朋友的推荐下过来看看，其产生的消费可

以按75%打折计入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

统计；部分观众是临时起意过来，其产生的消费折

半计入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统计；部分观

众是顺道前来，其产生的消费折半计入苏州博物馆

的直接经济影响力统计；部分观众是被迫前来，其

产生的消费不计入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统

计。通过全年监测的数据，计算出观众消费关联度

系数为0.71。

最终研究结论：苏州博物馆全年观众量（2017
年7月1日—2018年6月30日）2162961人次，据此

计算出苏州博物馆的直接经济影响力为25亿元（计

算公式：直接经济影响力=本地观众人次*人均消费

（在苏博的直接消费）+外地观众人次*消费关联度

系数*人均消费（住宿+餐饮+购物+休闲娱乐）），

占姑苏区2017年GDP（2017年GDP为660亿元）的

4%，占苏州2017年GDP（苏州大市2017年GDP为

17319.51亿元）的0.14%。

以5分制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4分（直接

经济影响力比较强）。

六、文化影响力

如表1所示，对苏州认同的观众高达98.07%，

对苏州博物馆认同的观众高达97.21%，愿意再来苏

州博物馆的观众高达87.26%，愿意向亲朋好友推荐

图9：观众参观意愿强烈程度

图10：观众住宿需求

图11：观众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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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博物馆的观众高达95.31%，愿意购买苏博文化

纪念品的观众也过半数，达到了59.26%。因为苏州

博物馆而对苏州产生好感的观众高达92.27%，因为

苏州博物馆而想留在苏州工作的观众近一半，达到

50.33%，因为苏州博物馆而想留在苏州生活的观众

也超过一半，达到61.97%。高达95.60%的观众认可

苏州博物馆是苏州的一张城市名片。

以5分制来评价，该项指标得分评定为5分（文化

影响力非常强）。

七、综合经济影响力

苏州博物馆的综合经济影响力由社会影响力、直

接经济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共同组成。因为苏州博物

馆的存在，吸引了市内外乃至海内外的观众过来参

观，产生了社会影响力；观众因为参观苏州博物馆产

生了经济消费，产生了经济影响力；观众因为高度认

可苏州博物馆进而喜欢苏州这座城市，愿意向亲朋好

友推荐，愿意留在这个城市工作和生活，产生了文化

影响力。对全年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显示苏州博物

馆产生了较强的社会、经济、文化影响力，苏州博

物馆的综合经济影响力得分为4分。

表1：观众对苏博的认同度

非常同意 同意 无所谓 不同意 很不同意

我很喜欢苏州 66.53% 31.54% 1.66% 0.22% 0.06%

苏州博物馆对我很有吸引力 60.23% 36.51% 2.79% 0.39% 0.08%

我还会再来苏州博物馆 51.74% 35.52% 10.86% 1.52% 0.36%

我会向我的亲戚朋友推荐苏州博物馆 59.43% 35.88% 4.06% 0.50% 0.14%

我十分乐意购买苏博相关的文化纪念品 28.91% 30.35% 33.72% 6.05% 0.97%

苏州博物馆使我产生了对苏州的好感 51.22% 41.07% 6.69% 0.88% 0.14%

苏州博物馆增加了我在苏州停留的时间 39.61% 34.94% 19.40% 5.33% 0.72%

苏州博物馆让我想留在这个城市工作 25.32% 25.01% 32.78% 14.68% 2.21%

苏州博物馆让我想留在这个城市生活 30.35% 31.62% 25.46% 11.00% 1.58%

苏州博物馆是苏州的一张城市名片 66.25% 29.35% 3.21% 1.08% 0.11%

图12：观众性别构成

图13：观众年龄构成

八、观众画像

受访观众中，39.17%为男性，60.83%为女

性（图12）。年龄段主要分布在18-22岁（占比

30.57%）和26-30岁（占比16.64%）（图13）。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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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主要是办公室白领（占比31.07%）和大学生（占

比21.89%）（图14），学历多数在本科以上（本科

学历占比57.93%，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15.53%）

（图15）。家庭状况是以单身（占比57.49%）和已

婚有未成年子女（占比16.78%）为主（图16）。家

庭年收入情况以10-20万元（占比28.05%）和5-10
万元（占比24.68%）为主，家庭平均年收入为19.21
万元（图17）。受访观众个人年收入以5万元以下

（占比48.56%）和5-10万（占比26.01%）为主，平

均个人年收入9.54万元（图18）。

九、相关单位影响力类比

为了更直观的了解苏州博物馆对苏州的综合影响

力，选取同样对苏州产生重要社会影响力和文化影响

力的拙政园，以及对苏州产生重要经济影响力的大型

国企苏州文旅集团作为参照对比。

据苏州市旅游局的相关调研显示，目前苏州市区

外来散客量最大的景区是拙政园景区，拙政园每年入

园人次200万以上，旺季、周末日均接待游客6000到

8000人次，其中约六成是散客。苏州博物馆的观众量

往年约为拙政园的95%，今年有较大增长，与拙政园

基本持平，显示出苏州博物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和文

化影响力，与拙政园不相伯仲。由于苏州拙政园未做

经济影响力的评估研究项目，无法直接类比。

苏州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成立于2010年10月，是

一家以文旅资源的优化整合、文旅产业的融合发展和

文旅项目的拓展开发为主要经营内容，专业从事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的市属国有企业，荣获2013-2015年

度江苏省省级文明单位。苏州文旅集团主要致力于苏

州古城保护、文化旅游产业开发、大型旅游综合体建

设、精品酒店开发等领域，着力打造苏州文旅品牌形

象，助推苏州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的提档升级。集团成

立至今，基本形成了水上旅游、古城保护、文创产

业、商旅开发、精品酒店等五大主业板块。集团本部

注册资本11亿元，集团总资产56亿元。2015年度，

集团营业总收入为3.77亿元；2016年度，集团营业

总收入为4.08亿元；2017年1-9月，集团营业总收入

3.52亿元。

经参照对比发现，苏州博物馆在社会及文化影响

图14：观众社会身份构成

图15：观众学历构成

图16：观众家庭结构

图17：观众家庭收入水平

图18：个人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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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方面紧随拙政园之后，在经济影响力方面，虽然其

并非企业，直接的营业收入微乎其微，但其带动观众

产生的消费需求高达25亿元，约为大型国企苏州文

旅集团一年营业总收入的6倍多。由此可见，苏州博

物馆在社会、经济、文化方面对苏州产生了很强的

影响力。

十、研究结论

本报告为基于全年监测数据所得的最终研究报

告，得出研究结论：苏州博物馆在社会、经济、文化

方面产生了很强的影响力，其中直接经济影响力估计

为25亿元，占姑苏区2017年GDP 的4%，占苏州大

市2017年GDP的0.14%。苏州博物馆的综合经济影

响力目前呈增长上升态势。

参考文献：                                                                                                                                      

[1] 刘荣明.现代服务业统计指标体系及调查方法研究[M].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李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