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商报讯（记者 王晓然 刘卓澜）历
经了疫情这一“黑天鹅”的特殊时期，商圈

在乘机优化调整业态结构，北京的潮人聚

集地三里屯也有动作。北京商报记者日前

了解到，三里屯太古里加速更新，计划引入

10余家“首店”。同时，前身为雅秀大厦的太

古里西区预计2020年底完成改造。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三里屯太古里

将在2020年内引入10多家北京首店及中国

首店。三里屯太古里方面告诉北京商报记

者，作为北京首店，日本甜品界神话

LeTAO日前已经在三里屯太古里开业。后

续将有中国首店PUBLICTOKYO、UNIT-

EDTOKYO； 华 北 首 店 STUDIOUS

TOKYO；北 京 首 店 SHAKESHACK、

MAIAACTIVE、旗舰店Sandro等品牌在

年内进驻。

随着三里屯商圈在北京的时尚零售热

点地位日趋巩固，这里成为了各大品牌商家

争夺的黄金地段。根据太古集团最新的财报

显示，三里屯太古里在2019年的租金收入

总额呈上升趋势，零售销售额增加11%；截

至2019年12月31日的租用率为100%。

事实上，三里屯商圈作为北京的地标

性商圈，位于朝阳区中西部，毗邻北京第二

使馆区，周边环绕众多大使馆和外交公寓，

位置的特殊性更决定了这里不仅仅是汇聚

了一个个商业项目，也是朝阳区乃至北京

市面向世界的一个展示窗口。

三里屯太古里方面表示，预计今年6

月左右将进行繁荣夜经济系列活动，建设

国际时尚文化街区，使之更具潮流范、文

化范。

据悉，2017年12月12日，太古地产曾宣

布和北京昆泰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正

式就三里屯雅秀大厦优化升级达成合作协

议，太古地产将向昆泰集团长期整租其旗

下的雅秀大厦，并计划重新定位改造。

三里屯商圈
年内将新添10余家“首店”

主管总编辑助理 吴文治 编辑 赵驰 美编 白杨 责校 刘凯晶 E-mail： syzk2008＠126.com

12商业周刊北京商报2020.6.2

夜经济跨界还有几道坎

地摊夜市 人间烟火

夜经济生如夏花， 不论冬

天发生过什么，夏天一来，那些

蛰伏着的消费能量便一下子不

可阻挡地在夏夜里释放了出

来。啤酒节、体育健身消费、夜

游景区、娱乐休闲等与文化、旅

游等跨业态模式结合更密切的

夜间经济形态蓄势待发， 谋划

着京城夜经济真正的2.0版本。

但不可否认的是， 老百姓跨界

消费意愿不强、 市场供给空间

布局不平衡和夜间经营成本较

高等问题， 仍然暂时没有得到

解决。北京夜经济的跨界升级，

还需爬坡过坎。

跨界供给蓄势待发

“六一”节前的傍晚，一辆消防车摆放

在北京荟聚中心的显要位置，作为这里的

“网红”，消防车周围聚集了不少带着孩子

来休闲消费的居民，孩子们希望在这辆“大

红车”旁边留影自拍。

虽然天色已晚，但类似荟聚这样的大

型购物中心里的人流量并没有明显下降，

茶饮、餐饮等店铺门前人丁兴旺，部分品牌

门前恢复了久违的取号排队现象，个别网

红奶茶店也因订单较多，停止了线上接单，

只接受门店点餐。

张先生和太太已经忘了从什么时候开

始，恢复了晚饭后到华熙LIVE·五棵松遛

弯的习惯，他告诉北京商报记者，眼看着这

里的人流量一个月比一个月回升，露天外

摆的餐饮品牌备受欢迎。据华熙LIVE·五

棵松方面透露，5月的客流量已经比4月出

现了大幅度回升，同时餐饮门店的流水也

出现了环比回升。

除了餐饮，五大三粗的张先生还报名

参加了健身房的瑜伽私教课，但健身房里

的人并不太多。

足球解说员申先生终于迎来了欧洲部

分足球联赛的复工复产，他在朋友圈里晒

着自己周末的解说日程。与之相关的是，酒

吧里看球的人开始恢复，虽然客流还远没

有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除了餐饮行业，体育、娱乐、休闲、旅

游、健身等更多想和夜经济“跨界合作”的

计划正在“密谋”。

中关村商圈正在谋划歌舞秀嗨翻新中

关之夜、中关村大融城食宝街外摆活动及

健身体验、彩虹跑、真人飞行棋大赛、垃圾

分类环保活动及关爱女性粉丝带公益等文

体活动。通州东郎电影产业园正在策划夏

日啤酒节。旅游景点方面，在圆明园、颐和

园等地组织夜间游览活动项目，策划深夜

食堂美食节、嘉年华、啤酒季和夏日文化广

场等各类夜间活动。

另外，几大北京热门改造商圈也在酝

酿新的动作。三里屯太古里除了餐饮运营

恢复以外，还将举办文化活动。据了解，6月

18日-24日，太古里将举办市集活动。三里

屯太古里相关负责人表示，6月将主推夜间

活动，计划建设成国际时尚文化街区；迎来

改造方案落地的公主坟商圈也将鼓励有序

开展外摆。

消费意愿有多强

听说京城西部某商圈有一家新夜店即

将开业，平时喜欢“泡夜店”的钟先生却没

有表现出特别的兴奋。他对北京商报记者

说：“反正目前对去夜店这样的娱乐场合还

是有点儿担心，目前的夜生活还是保持一

种比较‘佛系’的状态———在家看看电视

剧、听听线上演唱会比较多。”

现在更多消费者还是对文体、旅游等

跨业态的夜间消费持保留态度。正在谈恋

爱的王女士表示，以前和男友最常见的夜

间娱乐方式是去商场吃个饭，然后再去看

个电影，但是目前电影院暂时还没有开放，

因此往往没有更多的消费选择了。

5月31日，国家统计局表示，扩大居民

消费政策措施加快落地，叠加“五一”假日

消费效应，消费市场继续回暖。交通运输、

住宿餐饮、电信、互联网软件等行业商务活

动指数位于55%以上，均高于上月。但是，

文化体育娱乐业商务活动指数仅为

44.5%，继续处于低位。

其实除了受疫情影响，北京夜间经济

的跨业态供给实际上还有提升的空间，多

层次、多领域的跨界商品和服务有待开发。

对此，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

院科技部主任王强建议，面向不同目标人

群特别是年轻消费群体，加强夜间经济消

费场景的研究与策划，深挖文化、展演、体

育、休闲等业态和产品，充分利用商业综

合体、剧院、体育场馆等室内设施克服天

气影响，建设特色鲜明、富有黏性的吸引力

锚点。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城市问题研究所副

所长张佰瑞则表示，夜经济的复合业态是

非常重要的方向，包括空间的融合以及产

品本身的融合。在空间上，不同的业态在此

集聚，例如民俗街涵盖了演艺、观光等。而

像国外的环球影城，则是科技文化娱乐的

多种融合。因此在发展夜经济时，面对多元

的业态融合，需要将区域差异和管理主体

差异考虑进去，因地制宜地规划布局。

合理空间布局和管理

家住五棵松的张先生和同学吃饭时，

经常受到朋友们的“嫉妒”，部分家住在非

核心商圈的人士向北京商报记者反映：有

时候不是晚上不想出门，而是家的周边没

有比较近的消费场所。“开车嫌麻烦，走着

又太远了。”

因此，平衡的夜间消费场所的空间布

局和针对社区型的夜间经济供给，目前仍

是北京的短板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

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对此建议，

在城市规划方面，可以在居民生活区进行

娱乐设施配套，提供就近的休闲娱乐服务，

减少人们跨区消费的频率。

王强也表示，除了树立“夜京城”地标

区外，还应该尽快针对活力不足、服务较少

的生活、科教、产业区，制定夜间经济促进

措施，允许市场主体发展体育健身、24小时

便利店、深夜食堂等设施业态，切实提高北

京的“烟火气”和“包容度”，打造多元、普惠

的夜间经济载体。

另外，一些夜间经济的经营主体向北

京商报记者反映夜间经济成本仍然较高

的问题，这其中有自身经营的成本问题，

也有应对监管方面的成本。近日，上海城

管执法局发布优化营商环境指导意见，

意见中指出：“推进夜市经济发展，城管

执法部门将配合属地政府和相关管理部

门科学设置夜市，指导夜市落实管理主

体、实施商户自治。”尊重夜间经济经营

的市场规律，这一意见是上海提供的他

山之石，可供借鉴。

另外，夜间经济经营，尤其是餐饮行业

的经营，垃圾处理等问题是在北京生活垃

圾分类条例实施后面临的一个新问题。一

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户就表示，白天对消

费者的垃圾分类教育尚且有难度，夜间的

引导就更不容易了。

王府中■方面就表示，消费者及商户

的投放准确率尚且不能达到良好，为确保

正确分类，该商场聘请第三方公司进行检

查和二次分类，所有人都需要一个认知和

熟悉的过程。相信经过广泛的宣传，一段时

间后会分得越来越好，达到资源利用最大

化和源头减量的目标。

北京商报记者 闫岩

“地摊经济” 这个词重新进入了
人们的视野，起因是刚刚过去的全国
两会上，一位人大代表建议，在进一
步加强规范城市管理的同时，因地制
宜，释放“地摊经济”的最大活力。

随后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两会结束当天的记者会上为“地
摊经济”对就业的贡献点赞。李克
强在记者会上说：“两周前，我看
到 报 道 ，西部 有 个城 市 ， 按 照 当
地的规范，设置了 3 . 6万个流动商
贩摊位， 结果一夜之间有 10万人
就业。”

而在这里我想谈的重点不在于
就业，而是地摊和夜市对消费的拉动
和对消费供给的繁荣。

地摊并非天然是夜市，但夜市天
然是地摊。

地摊可以在白天摆，也可以在晚
上摆，但最早的夜市里一定都是临时
摊位，也就是地摊。

无论是地摊还是夜市，本质都是
对空间公共资源在时间上的充分利
用。地摊往往是临时性的摊位，或者
是占道经营。占用公共空间在白天通
常不被允许，但在夜间则成了某种程
度上的点石成金。

从时间上看，夜市经营增加了单
一空间内的市场供给，有时候是增加
了座位，有时候是增加了项目。

比如，白天的饭馆可能只能坐20

人，晚上在不影响行人通过的情况下
增加外摆座位，就能多坐20人，这是
数量上的增加供给；如果再增加了散
装扎啤或者冰淇淋销售，又来了卖艺
的歌手，那就是类目上的增加供给。

当然，夜市经营要有序。如果饭
馆在晚上又增加了露天烧烤，或者侵
占了道路，便是无序，这也是之前一
些年“地摊经济”被诟病的最大问题。

有序还是无序， 不能一刀切，不
管三七二十一便一律剪除，确实是城
市管理者的懒政。

地摊、 夜市确实管理难度大，其
中一个原因是地摊经营者的“小”。规
模小，面积小，主体小，投资小。

但是小未必乱，小有时反而有灵
动之美。

小的试错成本不高，反应变化却
快， 能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和服务，
城市的特色和风味往往从中生成。蜀
中采耳，津门煎饼，羊城凉茶，京都灌
肠，无不如此而来，孕育而生。

如此看来，小即是多。
唐诗说：夜市千灯照碧云。如果

画出画来，想必那也是一盏盏小小的
灯，灯下面有些小小的人，接连成片
的样子。

现在有些有条件的商场、购物中
心甚至超市，推出了一些“店中店”
或“快闪店 ”，租期甚短 ，经营得好
便留下，经营不好便“快闪”，是很灵

活的做法，本质上是新形态的夜市或
者地摊。

这么看来，夜市和地摊都是很尊
重市场规律的东西， 对市场的反应
很快，能长期存留下来的，也非常受
消费者的欢迎。所谓“人叫人千声不
至，货叫人点手即来”。

上世纪70年代中，安徽芜湖有个
男人摆摊卖瓜子，因为味道香、个头
大、分量足、利又薄，很受当地人喜
欢，每天都能卖出一麻袋，人称“傻子
瓜子”。这个叫年广久的“中国第一商
贩”， 后来多次被邓小平在谈到市场
经济时提及。

不说远的，几年前在北京海淀一
条小街上，经常有个晚上出门摆摊卖
饺子的大嫂，不论春夏秋冬，总有人
在那排队等着吃煮得恰到好处的饺
子，有不少人开车几公里也专门来她
的地摊上吃这一口儿。再之前，北三
环某立交桥下， 一直有个卖夜宵的
“脏摊儿”，其拥趸跟着摊主“转战南
北”，每逢“调整”后重新出摊，粉丝们
都能收到他群发的信息， 广而告之，
遂又慕名而至。

其实地摊夜市， 往小了说是小
商小贩， 往大了说真的就是城市的
烟火气。 最近有个讲宋仁宗年间故
事的电视剧《清平乐》，里面有个做
点心的梁家铺子，小小一枚蜜饯，包
含了多少市井智慧和苦辣酸甜。

闫岩

·一岩堂·

北京建信瑞居物业服务有限公司49%股权

项目概况：
标的企业经营范围：互联网信息服务；工程

设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经营；机动车公共停车

场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软件开

发；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资产评估。（企业

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互联网

信息服务、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

营活动。）

截至2020年3月 31日评估基准日对应评
估值：

标的企业总资产2795.69万元；总负债

24.35万元；净资产2771.34万元。

转让方：建信住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转让价格：1470万元
公告期限：2020年5月29日-6月28日
联 系 人：石先生010-57896550

庄女士010-57896527

标的详情请登录：www.cfae.cn（北金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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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体优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常惠
路6号的健身俱乐部（也称“中体优恩常营店”）就相关闭店善
后事宜已于2020年3月5日在本报刊登公告。我司公告之联系
方式因故将于2020年5月31日后变更为67149457， 通知未接
到我司官方联络的有效会员可通过变更后的联系方式及时与
我司联系，办理相关手续。

北京中体优恩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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