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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发力夜间经济。
除了点亮夜晚，发展夜间经济的好处是显而
易见的：满足需求、带动就业、提升消费品
质、扩容服务能力、升级公共设施、激发文
化创造……有学者将夜间经济称为“城市消
费的新蓝海”。应该说，夜间经济不仅仅是日
间经济活动在时间上的延长，更要挖掘出适
合夜间的新的消费点，拓展消费群体，树立
特色品牌，这样才能避免竞争激烈的红海，
在新蓝海里游得更漂亮。

发展夜间经济需要扩大优质供给。如
今，提起夜间经济、夜间消费，大多数人的
印象还停留在“啤酒烤串购物唱歌”这样的
深夜食堂、深夜商场上。其实，从18时到次
日凌晨 6 时，夜间经济的消费场景是非常多
元的。有地方提出食、游、购、娱、体、
展、演等多样业态，在餐饮、购物之外，开
发文化、体育、竞技、表演、康养之类的产
品，有助于夜间经济实现价值上的延伸、体
验上的升级。

发展夜间经济可以拓展消费人群。例
如，夜间消费除了迎合年轻人、上班族的
需求，如何满足或激发老年人、退休族以
及放暑假的孩子们等不同群体的需求？除
了吸引来游玩的外地人的旅游需求，如何
兼顾本地市民每天晚上的日常需求？当更
多群体参与到夜间消费，市场自然就活跃
了，其实这也是让更多人分享消费升级的
蛋糕。

发展夜间经济要避免上演千城一面。大
广场、大雕塑、仿古小镇……我们的城市建
设往往容易模式化，然而自古“套路”不得
人心，这个道理在发展夜间经济上同样适
用。夜间经济不应是千篇一律的灯光秀和商
业街，而要结合城市特点、深挖文化内涵。
例如，哈尔滨围绕冰雕夜景的下工夫，上海
突出海派文化的韵味，开封复原宋代的东京
梦华……这样不生拗硬造、因地制宜的发展
才是好思路。

发展夜间经济，离不开科学的城市规划

和城市治理的升级。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
显示，限制游客夜间体验的因素中，受访者
担心安全问题占比49.4%，夜间交通不便占比
25.8%。确实，要解决交通出行、垃圾清运、
治安、噪音、光污染等一系列问题，既要规
划好城市的空间布局，也要理顺城市公共服
务体系的运行机制。在国外，不乏因24小时
经济而闻名的大都市。荷兰阿姆斯特丹的

“夜间市长”，英国伦敦的“夜间主管”，都是
夜间城市治理的有益探索。上海借鉴国际经
验，也推出了“夜生活首席执行官”以协助

“夜间区长”工作。
唐朝诗人崔液在《上元夜》中写道：“谁

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从古代都
城上元夜的热闹，到如今更多城市在每一个
普通的夜晚都被点亮。夜间经济，见证了经
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也提供了城市发展
升级、迈向国际化的契机。把握好新蓝海的
内涵，做好夜间经济的大文章，期待卫星云
图上更多中国城市亮起来。

这是 7 月 22 日晚 8 点 40 分的北京海淀食
宝街：一对情侣趿着拖鞋坐在烧烤摊边吃串
儿；十余桌客人还在烤鱼店的烟火中碰杯喧
闹；一群小孩拿着荧光棒在人群里你追我
赶。某餐厅的经理李建乐半小时内已经接待
了10余位客人，一边招呼着顾客一边告诉笔
者，“晚上 10 点钟左右来吃饭的人倒成了主
流，营业时间都延长到了凌晨12点。”

北 京 的 夜 市 也 是 中 国 夜 间 经 济 的 缩
影。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教授胡乃军对本报
说道，“所谓夜间经济，狭义上是指从当日
18 时到次日 6 时，延长拓展部分服务机构
的营业时间。从广义上则是由于这种时间
延长所带来整体经济发展的乘数效应。”

7月9日，北京商务局正式印发《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
施》，推出 13 项措施“点亮夜京城”。此前，
上海、成都、天津等城市加快推进夜间经济
发展的相关政策，多地烟火聚集，让夜间的
中国亮了起来。

不夜城的“十二时辰”

3月底，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所推
出了“城市夜生活排名”，调查337个地级及
以上城市，分析城市夜间灯光值、抖音夜间
打卡数量、各影院夜场电影放映场次数量等
数据。结果显示，深圳、上海、广州、北京
作为一线城市位居前 4 名。其中深圳平均每
天放映1257.67场夜场电影，广州34.3％的餐
厅22点后仍在营业。笔者电话采访了多位夜
间消费者，试图简要描绘中国不夜城的“十
二时辰”。

北京，戌时 （北京时间 19 时至 21 时），
天色已昏，在三联韬奋书店里，北京姑娘周
芸偌戴着耳机，自学 《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
道德》，她打算报考会计职业资格证考试。
店里读者阅读区里，12 把椅子已经座无虚
席，只听见“沙沙”的翻页声和偶尔传来的
哈欠声。

湖南，亥时 （北京时间 21 时至 23 时），
这本是人的熟睡时刻。在湖南长沙河西大学
城的夜市上，小龙虾的摊位依旧火爆。在长

沙读书的周波拉着几个哥们儿，点上一大
盘龙虾、加上啤酒毛豆，天南海北地能聊
到半夜。

武汉，子时 （北京时间 23 时至次日 01
时），武汉侃侃影视传媒的乔鹏飞带着两个微
博博主来到了武汉最有名的保成夜市，拿着
相机记录在深夜街头卖唱艺人。他们背着吉
他在客人桌前大声弹唱，吃客们欢呼、鼓
掌，一片喧哗声中迎来了第二天。

夜间生活还在继续。3 月 14 日，中国旅
游研究院发布的 《夜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
2019》 显示，接受调查的游客中有夜游体验
的占比 92.4%，其中“80 后”、“90 后”年轻
一代成为当下夜间旅游消费的主力军，占比
分别达到40.0%、19.8%。在夜间消费，35.7%
的受访者倾向欣赏美景，观看表演，而对美
食和夜市的诉求比重达到了23%-28%。

“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多元，才
能促进夜间经济的兴起。”中国传媒大学国
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傅玉辉告诉
笔者。

2019年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消费增长
带动经济增长占比超过60％，在拉动经济的

“三驾马车”中，“购物车”依然强劲。根据
居民的消费结构，服务消费占比达 49.4％，
已经与实物类的消费不相上下，而夜间经济
是在消费领域尚未被深挖的“蓝海”。

胡乃军对本报分析：“中国经济因为下一
步发展需进行结构性转型，要依靠内需来带
动。夜间经济顺应了转向消费型经济以及消
费内需带动的趋势。”

特色市场孕育“夜经济”

在 NASA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公布
的 2016 年地球夜间图像上，中国的夜晚灯
光璀璨动人。人口密集的黑河—腾冲线 （也
称胡焕庸线） 以东，灯光汇聚，大城市的光
线总体辐射范围有不同程度的扩大。NASA
夜间灯光指数常在国际上用来判断城市的经
济发展状况，夜间灯光明亮的城市 GDP 往
往较高。

实际上，夜间经济确实对消费起到不同

程度的拉动作用。在英国伦敦，2017年夜间
经济占全英国 GDP 的 6%，从 2004 年到 2016
年，伦敦创造了超过 10 万个新夜间工作岗
位；澳大利亚悉尼的夜间经济规模达 40.5亿
美元；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为期 4 天的灯光
盛会吸引超过 400 万的游客，投资回报率达
到 28.6%，极大地带动了当地住宿、餐饮、
娱乐等行业的发展。

中国也早已嗅到了新的市场生机。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7

月12日晚，上海博物馆迎来了今夏首个特展
夜场，面向公众开放“熠熠千年：中国货币
史中的白银”、“灼烁重现：十五世纪中期景
德镇瓷器大展”和“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
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特展夜场
2000个入场名额15分钟内告罄。此外上海两
家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老牌影院率先行动，
成为上海首批“24 小时影院”，打造文化范
儿的夜上海。

北京首次设立三级“掌灯人”，统筹推
进夜间经济发展，负责了解区域内的夜间经
济运营情况、居民需求，并根据存在的夜间
消费需求提出区域内夜间经济的发展意见，
由市、区、街 （乡镇） 三级政府部门主管领
导以及商、协会负责人“掌灯”，辐射北京
全城，建立“夜京城”地标和商圈动态评估
机制。

山东打造水上不夜城。济南趵突泉花灯
节连续举办了40届，今年共接待游客80万人
次，其中元宵节当天高达5.8万人次。青岛奥
帆中心“蓝海珍珠号”游船深夜从奥帆基地
破浪起航，一路串起青岛“三湾三岬”（浮山
湾、太平湾、汇泉湾和燕儿岛岬、太平岬、
汇泉岬），至栈桥后折回奥帆基地。日照奥林
匹克水上公园《日出东方·海之秀》等节目在
山东景区夜间上演。

天津市提出 2019 年底前打造形成 6 个市
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成都加快培育锦江夜
消费商圈，引入现代新兴消费业态，形成

“国际范、蜀都味”成都夜消费；南京提出到
2020年，力争夜间经济试点区域新增经营收
入，占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到
4%左右，将“夜金陵”打造成全国知名的夜
间经济品牌。

“发展夜间经济，促进灵活就业，带来了
很多岗位机会。”胡乃军说。

在采访中，傅玉辉对本报说，“夜间经济
不仅是娱乐和餐饮，更应该是文化和交往。
在移动互联网虚拟经济越来越强劲的背景
下，现实的面对面社会交往也将显得更加重
要。这为夜间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
空间。”

政策“加油”点亮夜市灯火

今年元宵节，故宫首开夜场，迎接“上
元之夜”，紫禁城古建筑群首次在晚间被较
大规模点亮，一票难求；4 月 24 日 《复仇者
联盟 4》 上映，当夜零点场观影人次超过
300万。

更实在的数据显示，夜市灯火烧得旺了
起来。北京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东城、朝阳、海淀、通州、顺义、大兴
等区分别出台了鼓励传统商圈转型升级、发
展夜间经济等系列工作措施，取得初步成
效。1—5月，全市实现市场总消费额10918.6
亿元，同比增长 7.9%。其中，实现服务性消
费额 6322.0亿元，同比增长 9.9%；实现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4596.6亿元，同比增长5.2%。

夜间经济正在崛起，一线城市与准一线
城市紧跟出台相应政策“加火”，抢占夜间经
济新市场。

7月9日，北京市商务局印发了《北京市
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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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和生活圈，满足消费需求。
7 月 15 日，甘肃省商务厅指出，为了抓

住当前发展夜间经济的应季期，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甘肃省商务系统将多措并举，力争
通过 3 至 5 年的努力，在全省形成一批高品
质、多品牌、多种类、多层次、有特色，名
优特精品牌汇集，环境服务优良的夜间购
物、餐饮示范或地方标志性街区。

成都打出“组合拳”，在《成都加快建设
国际消费城市行动计划》 中强调，要挖掘夜
间消费新动能，加强夜间经济的环境营造，
加快培育锦江夜消费商圈，引入现代新兴消
费业态，打造成都夜消费地标；后又发布了
中心城区景观照明专项规划，对中心城区区
域以及“东进”区域的景观照明进行了分区
规划，旨在展示成都特色夜景。

“夜间经济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
胡乃军说，“夜间经济不仅简单地延长一些服
务型企业或机构的营业时间，带来就业机
会，而且伴随着乘数效应能够扩大其社会影
响，如交通、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与此同
时，城市的容量和服务体系受到挑战，如有
些地区的劳动力流动与管理，成为发展夜间
经济的一大难题。”

在采访中，博物馆公共教育专家蒲鸿告
诉本报，“夜间经济的发展有助于维系城市中
的人际关系纽带，使城市生活更加和谐融
洽，推行夜间经济的政策体现了以人为本。”

对于夜间经济未来发展，傅玉辉认为，
“未来随着社会经济治理水平、公共服务产
品、文化产业的发展，夜间经济将迎来更好
的发展机遇。”

“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不看来？”

夜间中国亮起来
严 冰 杨 洁 崔啸行 郑舒文

夜间经济：城市消费的新蓝海
叶 子

图①：集美食特产、非遗技艺、文化体验于一地
的豫园是上海“夜间经济”的重要地标。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图②：人们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五一星光夜市上品

尝美食。 新华社记者 丁 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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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北京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助力繁荣
“夜京城”。 刘帅冶摄

图④：青岛为市民和游客打造“不夜”嘉
年华。图为青岛奥帆情人坝休闲风情街入夜前
的景色。 王海滨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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