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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半数景区亏损 观光游模式亟待突围 24小时营业 京城书店备战春节

北京亮出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十三五”成绩单
历史资源逢新机遇

立足“十四五”开局，北京市全国文化中

心建设的蓝图正日渐清晰，而回首过往五年，

首都在文化建设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备受

瞩目。

王杰群在会上表示，“十三五”时期，北京

大力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充分发挥凝

聚荟萃、辐射带动、创新引领、传播交流和服

务保障的功能，按下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

设的快进键。

据介绍，“十三五”时期，北京历史文化资

源再次焕发生机活力。通观过去五年的成绩

单可见，革命文物形成集中连片主题保护；深

入贯彻“老城不能再拆了”的要求，制定北京

老城整体保护规划、历史文化街区风貌保护

管控导则和实施细则。在推动老城整体保护

中，北京市以中轴线申遗保护为牵引，同时着

力推进胡同和四合院、会馆、名人故居等历史

建筑的保护利用，并通过城市“双修”重塑老

城活力。

值得关注的是，三条文化带建设构建起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新标识。王杰群指出，“十

三五”时期，三条文化带上的文化遗产成为

一颗颗闪亮的明珠：北京大运河源头的白浮

泉遗址，再现龙泉漱玉的景观，并通过腾退

打造人民共享的遗址公园；城市副中心博物

馆、图书馆、剧院开工建设，即将成为副中心

新的文化地标；三山五园地区作为全国首批

六家之一，获批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

范区资格；首钢实现了在双奥背景下“从火

到冰”的转变，成为了新时代城市复兴新地

标；“十三五”期间，全市共开展长城修缮工

程41项。

谈及三条文化带建设的成果与远景，北

京古都学会副会长、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原

副所长吴文涛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文化带建设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同

时，她表示：“希望接下来能够打破行政分割，

加强顶层设计，实现文化带建设的统一规划

和标准化建设。通过创新投融资模式和绿色

发展激励约束机制等，增加国家和社会资本

的投入。”

公共文化项目大幅增长

“十三五”时期，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落

地项目不断增多，公共文化服务日渐丰富。

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在全国文化中心

建设中长期规划引领下，每年安排重点任务

和折子工程上百项，涉及文物保护、文化设

施、产业发展等各方面。其中，环球主题公园

将于今年正式亮相；新国展二期建设、张家湾

设计小镇、台湖演艺小镇等项目业已启动；郎

园、798、咏园等一批老旧厂房利用等文化产

业园区成为北京文化产业一大特色。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四梁八柱更加稳固

的同时，公共文化服务也不断丰富。

据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公共服务处处长

刘贵民介绍，“‘十三五’期间全市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全市建有四级公共文

化设施6844个，覆盖率99%，基本形成了‘十

五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配送图书289万册，

提供文化活动34万场，下基层演出4.7万场，

培训6500名基层文化组织员。创办首都市民

音乐厅，演出240场。年均举办首都市民系列

文化活动2万场”。

刘贵民同时指出，“十三五”期间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引领效应显著，出台了《北京市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建设中长期规划》等

文件，建立了市区两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联席会议机制，鼓励社会化发展。海淀、石

景山区建成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通州、大兴等5个区建成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示

范区。

“从总体情况来看，北京公共文化领域的

建设从设施级别，到覆盖人群、活动密度等方

面都是全国领先的。”中央财经大学文化经济

研究院院长魏鹏举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谈道。

“十四五”规划新剧透

适逢承上启下的时间节点，北京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在“十四五”又将有哪些新动作？

谈及“十四五”的规划远景，王杰群表示，

将在多个重大领域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包括加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塑造城市特色

风貌；丰富高品质文化供给，增强人民群众文

化获得感幸福感；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

极健康的网络文化；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彰显

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推动文化“走出去”，

建设面向世界的文明交流互鉴首要窗口等多

个方面。

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刘贵民指出，到

“十四五”末，全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日趋

完善。重点任务包括5个方面：“一是推动公共

文化服务设施覆盖身边化。重点加快城市副

中心图书馆、剧院、博物馆等重大文化设施建

设。二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品质化。三是

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多元化。引入市

场竞争机制，深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在政府主导下，鼓励企业、非营利组

织、公民个人，发挥各方作用，多种供给形成

合力，丰富满足市民的多样化需求。四是推动

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大力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与科技深度融合。五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治理能力现代化。”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在“十四五”期间走向

供给多元化、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导向，魏鹏

举表示：“此前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来自政

府支持、供给的项目占据多数，人们也更多地

关注‘投入多少’的问题。在新的时期，强调的

是‘提质增效’，投入方式要提质———不仅仅是

公共财政投入，还要带动更多社会力量的参

与。与此同时，还要考量投入后产出的综合效

益最大化。例如新建成的图书馆，不光是看投

入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更多的是要考虑能

够吸引多少人群的利用，关乎于人们真正的

获得感、满足感。” 北京商报记者 胡晓钰

去年因疫情的影响，旅游景区受到了

前所未有的冲击。截至2月7日，多家景区发

布2020年年度业绩预亏预告。北京商报记

者梳理发现，在已经发布2020年业绩预报

的15家景区企业中，大部分呈现下降趋势。

业内人士表示，伴随疫情防控的向好，目前

国内旅游已经开始逐渐复苏，整体上多数

景区应该可以扭亏为盈。而未来景区不再

单纯依赖门票收入，尽快摆脱观光游，向休

闲度假方向转型已经成为行业新趋势。

上市景区超半亏损

根据各上市景区发布的2020年业绩预

告显示，15家企业中有8家景区净利润预计

呈现亏损状态，而从扣非净利润来看，预亏

企业进一步增加到11家。有业内人士分析

指出，扣非净利润指的是扣除与企业经营

无关的一切收入与开支后得到的利润，从

这一数据上看，上市景区几乎都受到了疫

情的冲击，近3/4的企业经营出现骤降。

具体来看，根据黄山旅游发布的财报

预报显示，2020年黄山旅游净利润预计亏

损3220万-4810万元，扣非后净利润则进

一步亏损至9220万-1.14亿元区间。主要从

事峨眉山风景区游山门票、客运索道、宾馆

酒店服务的峨眉山A也预告业绩将出现大

幅下滑，其中营收预计为5.3亿-5.6亿元，几

乎是2019年的一半，而净利润则预计亏损

3500万-4500万元。同样业绩不佳的还有

桂林旅游，根据其2020年年报预报显示，该

企业净利润预计亏损达2.7亿元，而该公司

营业收入预计才为2.56亿元。

北京商报记者还了解到，在上市景区

中，也有一些企业虽然勉强盈利，但却是通

过抛售资产来缓解业绩不佳的问题。根据

三特索道2020年财报预报显示，该公司净

利润预计为2000万-3000万元，虽然盈利，

但在其年报预报中也提到，报告期内，三特

索道将崇阳项目公司100%股权以及所持

全部湖北柴埠溪旅游股份有限公司46.84%

股权、贵州三特梵净山旅游观光车有限公

司和贵州武陵景区管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进行转让，这些项目共获得1.7亿元投资

收益。公告还同时指出，受疫情影响，公司

2020年年度营业收入同比大幅下滑。可见，

三特索道正在通过变卖资产“回血”。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

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过去的一年

对于所有的旅游景区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

年，整体经营状态受疫情影响严重。相信随

着2021年国内疫苗大范围接种以及疫情防

控的向好，这些旅游景区业绩会有所改善。

门票收入压力陡增

事实上，游客量急剧减少，进而导致以

门票、观光缆车等设施为主要收入的传统

景区业绩受到较大影响。

据了解，在去年疫情发生后，文旅部就

发布公告指出，在切实做好新冠肺炎疫情

常态化防控前提下，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

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75%，同时各地要推

动全国5A级旅游景区和重点4A级旅游景

区落实分时预约制度。从中不难看出，依赖

游客数量带动景区门票和索道收入的传统

景区受此次疫情的波动较大。

在张家界业绩预告中就显示，业绩不

佳与门票降价有直接关系。张家界因景区

优惠政策力度不断加大，在现行门票政策

下武陵源核心景区免票人数日益增长，对

公司业绩产生不利影响。此外，黄山旅游也

因游客大幅下降，导致业绩出现亏损。据

悉，2020年黄山风景区进山游客151.15万

人，同比下降56.82%，由此也让黄山旅游营

收骤降，叠加折旧摊销等固定成本和刚性

支出等因素，导致黄山旅游业绩出现亏损。

具有同样情况的还包括峨眉山A，虽然自

2020年3月峨眉山景区重新开放，但进山人

数大幅下降，对业绩造成了较大冲击。

景区转型待加速

在业内人士看来，景区在疫情下经营

承压，从而也到了传统景区加速转型的窗

口期。在刚刚过去的1月，北京商报记者梳

理发现，有近10家旅游企业将目光瞄向资

本市场，试图叩开上市大门，其中也不乏一

些传统景区企业的身影。而传统景区上市

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从资本市场寻求融

资，进而向休闲型目的地转变，摆脱过去仅

靠观光游揽客的标签。

以海南5A级景区呀诺达为例，该公司

近日已向深交所创业板递交上市申请并被

受理。值得注意的是，该景区近几年的游客

量几乎呈下降趋势，与此同时，景区营收也

在逐年下降，而在疫情下，该问题更加凸

显。2020年11月，呀诺达进行产业结构转

型，与全球纪实娱乐节目领导者Discovery

合作的Discovery综合度假区在呀诺达雨

林文化旅游区动工建设。

业内人士表示，呀诺达景区的现象只是

众多传统旅游景区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包括

一些传统名胜景区，客流量也面临步入瓶颈

的问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景区游客限

流也已经成为常态，未来单纯依靠门票、缆

车收入的红利时代已经渐渐消失，未来如何

开发游客二次消费，增加游客消费时长成为

景区企业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像一些景区，

可以引进餐饮、住宿、主题乐园等休闲度假

项目来吸引更多的游客，加长游客滞留的时

间，同时，也可以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适当

地增加具有特色的相关旅游产品，来丰富景

区营业收入结构。比如增加一些度假产品。”

一位景区负责运营的相关负责人坦言。

对此，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都文

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厉新建分

析，景区发展要根据自身情况“因景制

宜”，不能一概而论。比如有些景区开发二

次消费或周边综合开发的条件比较好，那

就需要打破门票经济，打造综合体验空

间；有些景区由于所处位置较偏远和周边

配套不足等原因，搞二次消费的条件并不

成熟，就需要围绕着力提升景区自身管理

服务，优化体验来提高吸引力。

吴丽云认为，当前形势下，传统景区需

要把以观光为主体、靠门票实现核心营收

的产业模式向休闲度假体验的方向转变，

未来景区的收入渠道将不再单一，而产业

结构也将是多元化的。同时，随着疫情的向

好，预计今年景区的业绩将有所回升。

北京商报记者 关子辰 实习记者 吴其芸

即将到来的春节假期令人们翘首以盼，

此时，京城内大大小小的实体书店也早已开

始做好打算，让人们在春节假期期间也能闻

到书香味儿。而与过去实体书店大多会在春

节假期缩短营业时间，或是选择暂时停业不

同，今年春节不少实体书店相应调整了营业

时间，并有多家书店选择24小时营业。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春节期间，包括北

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

王府井外文书店在内的4家大型书城，以及北

京发行集团所属新华书店花市店、翠微店等6

家中型书店，均将在春节假期期间实行24小

时营业。

这一调整令不少读者感到获得意外中的

惊喜。消费者宋新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往年

春节假期均会回到老家过年，也令整个假期

安排得满满当当，但今年决定“就地过年”后，

获得了不少空闲时间且不知该如何分配，因

此得知实体书店假期期间营业且部分会24小

时营业后，便打算来一次放肆阅读的计划，找

一天时间在书店里静静地阅读。

除了调整营业时间，为了给予读者更多

优惠，不少书店多种多样的折扣、满减活动也

纷纷登场。

据悉，2021年北京惠民文化消费电子券

计划在2月10日提前启动发放，消费者在线下

实体书店购书可以通过北京文惠券特设的

“书香券”享受优惠。此次“书香券”共分为五

档，即满20元减5元、满40元减10元、满80元

减20元、满200元减50元及满400元减100元，

消费者可在北京图书大厦、王府井书店、中关

村图书大厦、中信书店、钟书阁、三联书店等

线下购书时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文惠券为消费者

提供购书优惠的同时，实体书店也筹备了主

题书展及展销活动。其中，北京发行集团各品

牌书店将结合建党100周年、领略京味儿文

化民俗文化、中外版画鉴赏、中外名著、居家

生活、亲子教育等不同主题，策划主题书展，

重点展示各类精品出版物，以满足不同读者

的阅读需求。各品牌书店还将根据书店的实

际情况，开展图书展销活动，如中国书店将对

其3万种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图书制定优惠活

动等。

在出版人唐勇看来，不言而喻，价格优惠

固然是吸引消费者的方式之一，除此以外，制

定主题书展以及图书展销活动也考验着相关

实体书店的从业者，不仅需要结合当下的市

场环境和变化选择合适的主题，还需要了解

读者的喜好，并挑选合适的图书，从而运营出

切合实际需求的书展。

现阶段，北京市内不少实体书店已率

先对店内进行与节庆相关的装饰，如挂上

福字和中国结，贴上春联，一片红火的景象。

与此同时，部分实体书店已经陆续开始举办

与春节相关的活动，让书香中增添了更多

年味。

就在上个星期，全民畅读艺术书店刚刚

进行了一场“红色百年福佑中华”新春送福公

益文化活动，大家纷纷在现场共同用笔写下

充满墨香的福字，并赠送给古城街道的老街

坊代表。而在建投书局北京国贸店，如今也已

摆放出春节好物如“锦雀福礼”春节套装等，

推荐给消费者。

此外，北京发行集团旗下各大品牌书店

计划开展如“书香寄亲情”为家乡亲人免费邮

寄图书、为在京购书读者刻制“2021年留京守

岁”主题纪念印章、猜灯谜送福字等互动活

动，还将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开展如体

验活字印刷、榫卯积木、制作花草纸灯等特色

文化活动。且各书店还将利用媒体平台开展

线上直播活动，拟邀请如快递小哥、保安员、

花艺师、非遗大师等不同行业、领域的嘉宾参

与直播互动。

北京发行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龙晓

雯表示，北京发行集团践行国有文化企业的

使命与责任，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在京过

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要求，全力营造京城

书香氛围，为在京过年人员提供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你们不回家

过年，书店等你不打烊”，让大家感受到书香

的温情与陪伴。

“实体书店早已演变为文化空间，通过多

种形式活动的举办，也是在为实体书店增加

凝聚读者的力量，增强读者黏性，在满足读者

体验需求的同时为自身创造发展空间。”数字

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如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郑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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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 是北京市发力全国文

化中心建设的重要时期，同时也在为

“十四五” 的谋篇布局蓄力。2月7日，

在回顾“‘十三五’，展望‘十四五’”北

京市系列新闻发布会———全国文化

中心建设专场上，北京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王杰群介绍，“十三五”期间北京

历史文化资源再次焕发生机活力，三

条文化带建设成果显著，公共文化落

地项目不断增多。同时，会上也“剧

透”了“十四五”时期的发展新规划，

包括将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品质

化、供给方式多元化等。

“十三五”期间北京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果一览

全市建有四
级公共文化设施
6844个， 覆盖率
99%，基本形成了
“十五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

文化活动34万场
下基层演出4.7万场

培训6500名基层文化组织员

年均举办首都市民系列

文化活动2万场

配送图书289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