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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将现越来越多不夜城
本报记者 张一琪

1月 13 日是一个普通的周日，早在几天前，杨刚就约了几位朋友在周日
晚上聚餐。席间，觥筹交错，大家许久未见，相聊甚欢。9 时的时候，杨刚和
朋友们结束聚餐，一起去电影院看电影。影院里挤满了人，热闹喧哗。电影
时长超过两个小时，朋友买了矿泉水和果汁。电影结束后，人们三三俩俩离
开，杨刚也和朋友们告别，准备回家休息。走到家附近的时候，想到第二天
要上班，就走进 711 便利店里买了第二天的早餐。
这是杨刚一晚上的活动，简简单单却又丰富忙碌，既和朋友相聚增进友

谊，又看了电影娱乐身心。回到家的杨刚，躺在床上翻看微信朋友圈的时
候，他发现，这个晚上有人寻觅京城美食，有人去剧场看话剧，有人则是去
商场逛街购买年货。“每个人的晚间活动好丰富。”杨刚感叹道。
城市的夜晚充满活力。每个人穿梭在城市间，完成着各自既定的计划，
既满足了自己，也活跃城市经济。夜间经济由此而来。近期，不少城市出台
相关政策支持夜间经济发展，推动消费升级。未来，城市夜间生活会更加丰
富，人们会享受到更加便利的服务。
业，聂新伟很认同夜间经济对扩大就业的效用。他表
示，夜间经济发展关联到诸多业态的支持，在此过程中
会产生大量就业服务需求，成为解决就业的重要途径。
“英国伦敦夜间经济提供的就业岗位多达 130 万。从中国
情况来看，近年来由于夜宵需求增长，其对快递外卖员
的就业拉动效益也极为可观。”聂新伟说。
除此之外，聂新伟表示，夜间经济具有空间集聚效
应，有助于城市资源的优化配置。一方面，夜间经济能
够发挥人流聚集作用，无论是特色街区还是购物中心，
抑或旅游景区，众多人流的聚集能够使其发挥规模经济
效应，提高经营效益。另一方面，夜间经济发展需要配
套设施建设，有助于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和提高城市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
“城市夜间经济规模和层次，是一个城市发展水平和
品位的缩影。推进夜间经济的发展，可以引导居民夜间消
费的意识，培育夜间消费的市场，丰富城市的内涵和获利，
创造‘以城引人、以城留人’的经济氛围。”韩正龙说。

夜间经济丰富城市夜生活
北京，三里屯，即使寒冬也是人来人往，逛街、美
食、唱歌……每晚这里都热闹非凡。成都，春熙路，现
代化的商业街区，既有传统老店，也有现代新店，晚上
总是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上海，外滩，灯光璀璨，
来到上海总应该去看看外滩夜景，感受东方之珠的魅
力。每个城市的夜晚都有自己的特色，每个城市的夜晚
都拉动着城市经济不断向前。
夜间经济，顾名思义，就是和夜晚有关。通常是指
发生在城市中心或次中心区域、晚间 18∶00 到次日凌晨
6∶00 阶段，以服务业为主的一种经济活动。夜间经济主
要包括餐饮、购物、娱乐、休闲、保健、教育、影视、
旅游、体育等，逐渐成为城市经济重要组成部分。
传统农业经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各自归
家休整，为第二天的工作储存能量。但随着社会分工和
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夜晚的时间也不再只限于休息，
需要更加丰富的活动，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求。因
此，夜晚的活动越来越多，把所有的活动叠加起来，就
可以产生经济效益。
从出行就可以看到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根据滴滴
出行大数据，全国夜间出行 （22∶00—次晨 6∶00） 占比
最高的十大城市中，北京排在首位。排在第二位是云南
丽江，旅游城市，去过丽江的人，都喜欢夜游古城，古
色古香和商业文化结合，让人流连忘返。
根据大数据分析，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和部分珠三角
及东 部 沿 海 城 市 ，夜 间 出 行 极 为 活 跃 ，18∶00 左 右 和
21∶00—22∶00 出现两个高峰。二线和三线城市，以武汉、
福州和长沙等为代表，夜间出行较为活跃，有明显的晚高
峰，22∶00 之前各时段的出行量均保持在较高水平。三四
线城市，东部城市以无锡、烟台为主，中西部地区以泸州、
绵阳和南充等为代表，出行高峰集中在 18∶00—19∶00 之
间，夜间出行极不活跃。而东北城市因为气候等各方面因
素，夜间 22∶00 以后的活跃程度极低。
民以食为天。夜间经济中，饮食是一大部分。根据滴
滴大数据显示，深夜餐饮类出行城市排行榜中，北京、广
州、成都居于前三名。这也表明，深夜出行，寻觅美食是
通常的选择。而深夜订外卖，也是人们夜间饮食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外卖平台“饿了么”用大数据统计了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 月中夜宵订单 （每天 21 时—次日 2 时） 的
情况，显示上海、杭州和深圳位列前三甲，三座城市每天
超过 1/10 的外卖订单是在晚间产生的，这也证明这三座城
市的夜晚繁华。
“城市化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居民休闲消
费需求日益增长和城市经济服务化特征愈发显现的现实
背景下，夜间经济成为推动城市品质建设和促进居民消
费升级进程中的重要抓手，推进夜间经济成为城市经济
持续增长的新动力。”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研究中心助理研
究员聂新伟在接受采访时说。

繁荣城市经济题中应有之义
夜间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是
繁荣城市经济的应有之义。无论是从宏观的国家经济而
言，还是从微观的为城市居民提供更良好的产品和服
务，都应该不断推动夜间经济的发展。
宁波大学商学院讲师韩正龙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国
家经济发展模式由对外贸易转向内部消费，迫切需要刺
激和繁荣内需，繁荣城市经济是刺激内需的重要手段。
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日渐提速，城市经济必然成为国民
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城市夜间经济是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同时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的必然趋势，消费广度的
外延、消费层次的升级等，都需要推动夜间经济的发展。
“在城市生活一个好处就是晚上有的干，有的玩。一
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晚上只能在家待着，除了看电视、
看书、玩电脑打游戏之外，当然现在还可以玩手机，几
乎不出门。而在城市，晚上什么时间吃饭都有地方，还
可以去电影院、剧场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感觉更舒
适。”杨刚在接受采访时说。
这也证明城市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能够
提供大量而丰富的产品，在供给上城市有着独特的优
势。韩正龙表示，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城市商业街区、
服务业的多维度、专业化的深层次发展，为城市夜间经
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供给保障。
不仅如此，发展夜间经济还可以促进经济活动延
伸，增大城市就业机会，实现服务业规模扩张。对于就

在我的记忆里，首次深切感受到一个城
市的繁荣，是在高中毕业后去大学报到的一
个夜晚。那天，我中午从家乡小城出发，在
夜幕降临时抵达省城贵阳。行走在车水马龙
的街道上，车灯、路灯、路边建筑上闪烁的
霓虹灯，交相辉映。街上购物、吃饭的人络
绎不绝。而在家乡，小城此时已是漆黑一
片、万籁静寂。夜晚不要说外出购物、吃
饭，连走路都要打手电筒。
到北京求学后，我发现这个城市的夜晚，
尤其是夏秋之夜更为热闹。傍晚，很多人习惯
在下班后约朋友一起去餐厅吃饭；再晚一点，
人们会到夜间书店阅读，或是在街边大排档边
吃烤串、喝啤酒，边侃大山；到了深夜，很多大
厦灯光通明，夜班车络绎不绝，24 小时营业的
便利店里可以买到热乎乎的夜宵……
一般而言，夜晚是人休息的时间。但对
于聚集大量人口的城市来说，夜晚才是餐

引得来、散得开、回得去

▲ 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冰雪大世界夜晚景色。
孙建新摄
（人民视觉）
◀ 1 月 9 日晚，在
沈阳师范大学京剧专业
教学成果汇报演出暨
“梨园雅韵”迎新春京剧
晚会上，演员正在表演
的 现 代 京 剧 《智 取 威 虎
山》 选段。
黄金崑摄
（人民视觉）

▶ 在贵州
省黔西南布依
族苗族自治州
兴义市桔山广
场，人们观看
各式热气球夜
间竖球表演。
刘朝富摄
（人民视觉）

中国许多城市有着独特的夜景，有着发展夜间经济
的基础和优势，因此推动夜间经济的发展成为许多城市
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夜晚将更加“火”起来。
聂新伟用数据来证明夜间经济已成为服务业发展新
的着力点和促进消费的第二空间。比如，上海夜间商业
零售额已占全天的 62%，广州服务业产值的 55%是夜间消
费所贡献的，北京王府井超过 100 万人的高峰客流是在夜
市。“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 GDP 进入‘万亿元俱乐部’，
着力打造城市夜间形象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城市
阶段性发展的必要选择。”聂新伟说。
北京市在 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在今年出
台繁荣夜间经济促消费政策，鼓励重点街区及商场、超
市、便利店适当延长营业时间。2018 年 11 月，天津市出
台的 《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意见》 提出 2019
年底前打造形成 6 个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经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天津全市发展形成一批高品质夜间经济示范
街区，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业态多元、管理规范
的夜间经济发展格局。成都、济南、青岛等城市都在出
台相应政策鼓励和支持夜间经济发展。
如何发展夜间经济？聂新伟提出了“引得来、散得
开、回得去”原则。“‘引得来’是政府部门或市场主体
注重培育特色夜间经济业态，形成具有地域知名度的品
牌形象，为人流聚集创设愿意来的消费环境。‘散的开’
就是要求能提供满足多样性消费需求实现的丰富业态和
空间布局有序的特色商圈和购物街区，使人能够更好地
消费。而‘回得去’是需要城市基本公共服务能够顺应
夜间经济的特点而延长服务时间，或者能够保障消费者
以最有效的出行方式回到住所。”聂新伟解释道。
但不同的城市发展夜间经济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
尤其
在中国，
南北方在气候上的差异就会影响夜间经济的发展。
小王在云南西双版纳工作生活，那是热带地区，全
年气温高。“夏天夜晚，在西双版纳才是热闹，晚上 7 点
之后街道上的人比白天还多，很多人要活动到凌晨两三
点之后才会回家。”小王说。在西双版纳，白天又热又
晒，大家更愿意晚上出去活动。但在北京等北方城市，
尤其冬天，寒风凛冽，更多的人愿意待在家里享受温暖。
但天气寒冷并不意味着影响夜间经济发展，反而会
成为优势。“北方城市历史形成的冬季夜间经济特色构
成了别具一格的品牌优势。比如，在冬季，火锅等餐饮
以及夜景灯光欣赏等均具有较高需求。从这个角度来
看，气候因素只要利用得当自然也是潜在优势。”聂新
伟说。
而南方城市在气候上本身就具备更多优势。韩正龙
表示，上海、宁波等南方城市，在有利的气候条件下，
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气候条件的优势，给南方城市夜
间室外经济活动的发展提供优势，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对
夜间经济的消费意愿，降低生产者夜间经济的经营成
本，能够实现夜间经济在更广范围、更多种类、更长时
间等方面取得发展。
韩正龙还建议，在发展夜间经济时，市内交通、安
保及夜间经济的管理服务设施要配套。“市内交通系统，
尤其是部分热点线路和重点区域的交通要适当延时，便
于夜间经济的发展；安保也是夜间经济发展必备的条
件。更重要的是，鼓励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
资源，破除阻碍夜间经济发展的各种隐性壁垒，完善土
地规划、市政配套、执业环境、价格税负政策等配套。”
韩正龙说。

夜间经济让城市生活更美
彭训文
饮、休闲、文化、健身等服务行业迎来顾客
的常规时间，因为在白天上班的人群此时才
有了自由活动的机会。同时，为了维持城市正
常运转，一些行业、人群需要在夜晚为第二天
做好准备。不同行业、各种人群，填补了一个城
市的 24 小时，让城市似乎成了一个不休息的
综合体，在白天夜晚都有生产力。有一组数据
能够印证这种感性认识：济南大学一项研究发
现，一些城市大型商场晚 6 时至 10 时的销售额
超过全天的 50%。其中，上海夜间商业销售额
已占全天的 62％，广州服务业产值的 55％是
夜间消费所贡献。因此，国内一些城市形成

了不少热点街区，丰富多彩的“夜生活”不
仅吸引着外地游客，也为本地居民提供了一
个休闲聚会的场所。
不过，现在不少城市夜间经济发展还不
太充分。比如，很多超市、商场晚上 10 时前
就关门，有的城市公交车则在更早时就结束
运营，有的地方则以影响环境卫生为由，把
路边人气颇旺的大排档强行关闭。这里面有
市场因素，也有行政管理惰性。要搞活夜间
经济，需要我们转变一些传统观念，主动作
为，培育繁荣的夜间市场。
转变观念是基础。对城市管理者来说，

应认识到夜市繁荣不是一个包袱、负担，相
反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因为它能创造实实在
在的经济效益，提高城市设施利用效率，增
加就业岗位和就业机会。对城市居民来说，
夜市繁荣能让人们生活更方便，也能让外地
游客获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不可否认，夜间市场需要增加管理者一
些管理成本、一些临街百姓休息也会受到影
响，人们消费能力也可能不足。怎么办？需
要相关部门做好完善引导、系统规划。近年
来，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做这方面的尝试。例
如，北京市政府在部署 2019 年主要任务时提

出，将在今年出台繁荣夜间经济促消费政
策，鼓励重点街区及商场、超市、便利店适
当延长营业时间。天津市则按照提升改造夜
间街区、策划形成亮点活动、创新推广新型
业态的思路，提出在今年底前打造形成 6 个
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要真正让城市夜晚繁荣起来，需要做
的工作还有很多。比如，如何让人从“想
消 费 ”“ 能 消 费 ”， 如 何 更 好 促 进 旅 游 、 餐
饮、休闲、体育、康养等行业交汇融合，
如何完善交通、环境、水电等城市基本服
务功能，实现城市基础设施在空间上的合
理布局和优化配置，等等。此外，在发展
夜间经济的同时，也应该倡导健康文明的
生活观念，让享受夜间繁华之时也能健康
生活。这需要相关部门、行业的良好联动
和统筹，解决好其中的“痛点”，才能真正
让城市的夜间消费火起来、人气旺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