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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近日发布了 《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
费增长的措施》。 点亮 “夜经济”
激活消费， 北京市政府将从哪些
方面打造 “夜京城” 品牌？ 带着
诸多百姓关心的问题， 新华社记
者采访了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负
责人。

口碑、 热度、 影响力让
“夜京城”品牌靓起来

“夜京城” 是北京繁荣夜间
经济的整体城市品牌， 也是北京
推动消费升级、 落实高质量发展
要求的重要抓手 。 北京对打造
“夜京城” 品牌有何设想？

“‘夜京城 ’ 品牌的打造 ，
既需要实实在在的载体空间、 标
杆区域、 服务业态， 也需要有声
无形的口碑 、 热度和影响力 。”
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措施》 明确到2021年底 ，
在全市形成一批布局合理、 管理

规范 、 各具特色 、 功能完善的
“夜京城” 地标、 商圈和生活圈。

该负责人说， 考虑到消费的
影响力和辐射范围， “夜京城”
品牌应该分层级引导 、 分类打
造。 着眼于提高首都 “夜经济”
活力和国际影响力、 满足不同类
型消费群体诉求、 因地制宜差异
化打造、 区域均衡布局等不同维
度的需要， 考虑将 “夜京城” 的
打造划分为夜京城地标、 夜京城
商圈、 夜京城生活圈三个层级。

景区、博物馆开启“奇妙
夜”之旅

北京的景区和博物馆琳琅满
目，是旅游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
它们是否会开启“夜间模式”？

北京市城六区共有4A级以
上景区40家， 其中5A级景区6家。
针对这些景点， 北京市文化旅游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鼓励具备
条件的景区 ， 适当延长开放时

间， 延长时间由景区根据自身的
管理形式、 游客接待量等因素自
行掌握。

乘着 “夜经济” 的东风， 在
博物馆度过一个 “奇妙夜” 的梦
想已经不远。 北京市文物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 北京市文物局在认
真研究北京地区博物馆特色及现
状的基础上， 编制了 《北京地区
博物馆夜间开放试点工作方案》，
客观分析每个博物馆的特点， 确
定试点单位， 通过试点探索符合
北京地区特点的博物馆夜间开放
模式 ,逐步完善博物馆夜间开放
的形式和内容。

美化、亮化功夫“隐藏”
在细节中

在支持夜景亮化、 美化工程
改造提升上， 北京市相关负责人
表示， 将及时开展景观照明建设
方案行政许可相关配合工作，组
织相关部门协助商圈夜景建设单

位优化方案，既突出商圈特色，又
和北京市总体照明基调相协调。
夜景亮化、 美化工程实施主体由
属地政府牵头， 鼓励商圈内业主
单位加强景观照明设施建设。

在夜间环境卫生工作方面，
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说， 将落实属
地 管 理 ， 指 导 属 地 环 卫 部 门
与 夜 间经济管理单位建立联系
协作机制， 依照活动规模大小合
理安排垃圾桶等环卫设施， 督促
检查作业单位做好夜间清扫保
洁， 保障夜间经济商圈环境卫生
干净整洁。

全方位交通保障助力夜
间出行

夜间消费， 出行是大问题。
北 京 市 推 出 了 哪 些 交 通 保 障
措施？

北京市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
更好服务北京市夜间经济发展，
方便市民夜间出行， 北京市交通

部门推出全方位交通保障措施。
在轨道交通方面， 北京市于

7月19日正式实施了延时的运营
方案。 每逢周五工作日及周六休
息日， 对1号线和2号线延长运营
时间， 进一步为消费者前往长安
街沿线及二环周边的夜京城消费
场所提供便利。

公交方面， 自7月19日夜间
起， 途经三里屯、 簋街、 国贸等
热门商圈的夜班公交将缩短发车
间隔， 加密发车车次， 为市民夜
间公交出行提供便利。

出租方面，对“夜京城”地标、
商圈及生活圈加大调度， 增加周
边驾驶员数量， 通过鼓励措施及
优先调派策略引导驾驶员接单。

此外， 北京市为市民提供了
全面的交通信息服务。 市民可通
过北京交通、 北京市实时公交、
公交e路通、 高德地图、 百度地
图等手机APP实时查询全市轨道
交通和地面公交车辆运营时间及
换乘信息。 据新华社

点亮“夜经济” 激活消费“新引擎”
———北京市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谈夜间经济发展

点 “靓” 夜空， 点亮经济活
力， “夜经济” 成为许多城市发
展的新名片。

如何下好 “夜经济 ” 这盘
棋 ？ 新 华 社 记 者 走 访 企 业 、
政 府 和专家学者 ， 听到不同的
观点碰撞。

睡眠之争：
日落而息还是熬到深夜？

明月高悬 ， “夜游神 ” 出
门， 身影活跃在灯火辉映的北京
三里屯、 广州琶醍创意园区、 长
沙解放西路……传统的 “日出而
作， 日落而息” 的生活方式被抛
到九霄云外。

当快乐成为夜生活的关键
词， 有碍健康则成为另一些人反
对发展 “夜经济” 的理由。

“白天工作压力大， 夜里就
来放松一下。 这里那么多项目可
以玩 ， 越到晚上心情越好 !” 正
在北京华熙 live和朋友们玩游戏
的李春说。 这里的夜晚有餐饮、
街头音乐表演、 互动展览、 轰趴
馆、 游戏厅、 VR体验、 健身等
多元体验式消费。

在广州， 还有夜间游乐园、
夜间动物园、 夜间农场等， 吸引
青少年晚上去玩儿， 父母甚至爷
爷奶奶也会陪同。

对于 “夜经济 ” 的兴起 ，
“夜游神” 们认为这是工业文明
发达后的正常现象， 是现代生活
和节奏改变的反映。

“现代人寿命延长， 夜间活
动时长和空间范围一定是相应扩
大的， 睡眠时间缩短不代表不能
保持身体健康。” 李春说， “电
的应用改变了人类的作息规律，
‘夜生活’ 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变
化的响应， 因此应当增加供应满
足这一需求。”

质疑者则认为， 白天工作忙
碌， 夜晚最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睡
眠， 尤其是在生活压力较大的城
市和地区。 提倡发展 “夜经济”，
吸引更多人成为 “夜游神”， 可
能加剧缺觉问题 ， 导致群体性

“亚健康”。
发展 “夜经济”， 是为了丰

富生活配比的选项。 暨南大学生
活方式研究院联席院长费勇教授
说， 提倡 “夜经济” 是为人们的
夜间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渠道和
方式 。 夜生活需要 ， 但也要适
度。 “睡眠和休闲同样重要， 休
闲是为了更好地睡眠。 我们提倡
让更多人合理安排和利用夜晚时
间的 ‘夜经济’。”

模式之争：
集聚式还是散落式？

各地 “夜经济” 百花齐放，
有的把所有地摊、 宵夜集中在一
个区域； 有的疏密结合、 自然生
长散落百姓身边。 集聚式、 散落
式， 到底谁是 “夜经济” 的正确
打开方式？

有人认为， 从城市管理角度
来讲， 集聚式发展模式有利于管
理、 配套、 交通、 安全等方面的
保障。

对此， 东北财经大学中国战
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周天勇
说， 两种模式各有利弊， 关键是
扬长避短。 比如划定某块地方集
中发展 “夜经济”， 方便城市管
理， 也会造成交通出行等一系列

问题。
四川成都武侯区汇聚了锦

里、 玉林路等 “集中连片式” 网
红景点， 但在武侯区商务局商贸
经济科科长赖可坚看来， 这并不
能代表武侯区夜间经济的全部，
“小店经济” 同样不可忽视。

“百姓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不少人对夜生活需求更接地气，
带着烟火味的日子就够了。” 赖
可坚说， 对于 “外摆位” “跨门
经营” 等夜间经济形态， 在不影
响市容、 不扰民、 不妨碍交通秩
序等大前提下 ， 应积极予以引
导、 规范。

选择 “夜经济” 模式要结合
当地地理、 历史、 自然气候、 人
文习惯等因素。 广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朱小燚认为， 模式选择与
城市地域空间息息相关。

橘生淮南则为橘， 生于淮北
则为枳 。 被称为四季花城的广
州， 晚上尤其适合户外活动， 春
节有看花传统。 但气候寒冷的地
方就无法照搬广州的模式， 而更
适合集聚式室内经济业态， 需精
细化专门打造 “夜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
王蕴说， 发展 “夜经济”， 需要
因地制宜。 一些大的居民社区，
可以考虑散落式、 社区式的 “夜

经济 ”； 大商圈辐射范围更大 ，
则较适合娱乐、 体育、 餐饮等多
业态的集聚式发展。

角色之争：
“掌灯人”还是“随行者”？

发展 “夜经济 ” ， 政府究
竟应当扮演什么角色———夜晚的
“ 掌 灯 人 ” ， 还 是 夜 市 场 的
“随行者”？

北京亮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CEO马瑛瑛认同政策导向的重要
性， “政策导向对发展起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相关政策对我们来
说是十足的好消息。”

除了政策先行 ， 不少人认
为， 政府应当给予倾斜和优惠，
引导 “夜经济” 发展。 墨林娱乐
集团北京地区总经理王锐建议，
消费习惯的培育需要一个过程，
希望政府能够把前门推广出去，
让更多消费者知道前门是一个夜
间消费、 娱乐的好去处。

不少人认为 “无形的手” 应
当在 “夜经济” 发展中起 “先手
棋” 作用。

“首先有市场需求， 才有政
策的相应调整 。 政策跟着需求
走。” 广州市发改委服务业处处
长尹志新认为， 作为公共服务的
提供者 ， 政府应紧跟民众的需
求， 紧跟 “夜经济” 主体商户的
需求。

事实上，发展“夜经济”，对于
政府部门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在
“夜经济”活跃的地区，要在城市
管理、 治安防控和经济发展三者
之间找到平衡点，做到适应“夜经
济”、服务“夜经济”。

“发展 ‘夜经济’ 不能靠政
府定义， 政府部门不能用政策、
条例把 ‘夜经济’ 管死了， 更不
能以罚代管、 甚至出了问题一关
了之。” 周天勇说， 政府要起到
放活和管好的双重作用。 硬件要
配套， 应提供灯光电资源、 合理
延长公共交通运营时间等； 软件
要管好， 充分研究 “夜经济” 的
特点 ， 有针对性地解决城市环

境、 治安巡逻等随之而来的隐性
问题。

节奏之争：
“打鸡血”还是“镇定剂”？

发展 “夜经济” 是要 “打一
针鸡血”， 还是 “喝口镇定剂”？

最新数据显示， 2019年夜生
活市场逐渐从单一走向多元， 覆
盖我国多个城市； 城市夜生活指
数靠前的深圳、 上海、 北京等13
个城市近四成人口认为夜生活时
代正在开启。

庞大的市场蕴藏着巨大的商
机，各地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据
不完全统计， 目前已有13个省区
市陆续出台促进夜间经济发展的
举措，从旅游、餐饮、文化、交通等
多维度培育发展“夜经济”。

“政策实施要做好统筹和顶
层设计， 算好经济账。” 尹志新
说。 他举例说明 “通盘考虑” 的
必要性： 公交公司可以亏， 但公
交公司加上商场的综合效益算起
来如果是盈利的， 那这个班车就
可以开通。 但如果综合算来依然
亏损， 那么拿公共财政去补贴就
不合适， 得实事求是。

成都市商务局流通产业处处
长王永刚是一位有着40年工作经
验的 “老商业”。 他认为， 发展
“夜经济” 需要一个边界， 哪些
消费场景应该鼓励， 哪些应该约
束， 值得探讨。

周天勇说， 选择 “夜经济”
发展模式， 要百花齐放， 留足政
策空间， 发挥市场力量。 发展真
正满足百姓日益增长的生活需
要， 才能促进解决就业、 稳定收
入， 搞活城市经济。

“夜经济” 的着力点， 应当
是真正为了民众生活需要。 王永
刚认为， 如果仅仅为了促消费而
“大干快上” “盲目跟随”， 则违
背了发展 “夜经济” 的初衷， 落
入了政绩工程的 “俗套”。 “应
该久久为功， 放在城市服务功能
的完善、 延伸、 提升上。”

据新华社

如何下好“夜经济”这盘棋
———来自“夜经济”发展的观点碰撞，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