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细管理让夜经济“不打烊”

在 新
冠 肺
炎疫情
常 态 化
防控背景
下， 发展夜

经济成为很多
城市复苏经济 、

增添烟火气的一大
“法宝”， 各地相继出台

一系列支持性政策和有关消
费的引导性政策， 一时间， 有效刺激消
费。但夜经济能否持续繁荣向好，考验着城
市治理能力。

“噪音灯光扰民、景区治安、区域规划

等方面的问题，都需要考量。 ”徐宁娟告诉
记者，西递景区发展夜经济过程中，一直注
重与当地居民的沟通协调。比如，景区在选
择商铺时会倾向于安静、 符合徽州文化的
行业，并且将景区和居民区商户区别开来，
居民区商铺正常关门休息， 入夜后游客主
要聚集在景区内游玩。通过这些措施，既不
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还能带动当地提高收
入水平，打造安全、稳定的夜经济环境，实
现夜经济与城市治理的协调发展。

小到公交班次、停车容量，大到区域规
划、治安状况，都会影响夜经济的品质与发
展。相关专家指出，处理好发展夜经济与加
强城市管理的关系,要走出一管就“死”、一
放就“乱”的怪圈，既“放活”又“管好”,既有
“尺度”又有“温度”,有序放宽夜间外摆管

制、优化夜间交通组织管理、加强城市公共
服务配套等，采取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化
管理手段， 实现城市精细化管理与夜经济
繁荣相得益彰。

省经济研究院宏观部主任窦瑾指出，
当前我省夜间经济还是 “有盆景不成风
景”，有亮点缺乏爆点；业态形式还不够丰
富，尚未形成品牌效应 ，对本地居民和游
客的吸引力有待提升。 “这一方面源于中
心城市消费影响力不强 ，另一方面 ，旅游
城市和景区仍受疫情影响，外地游客尚未
有效恢复。 可尝试以创建各具特色的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 、 区域消费中心城市为目
标，鼓励各地因地制宜 ，打造形成一批布
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商圈 、特色夜街区和
夜晚生活集聚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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啤酒市场“登高”
消费渐入佳境

■ 本报记者 何珂

7 月 15 日晚 7 时， 合肥市民王锡华结束了一天的忙
碌，与朋友相约，在位于合肥区蜀山区南二环路上的一家
酒馆点了几杯精酿啤酒。

一杯啤酒， 承载了城市里简单的市井快乐和烟火气
息。 夜色降临，户外支上几张桌子、几把椅子，约上三五好
友，相聚在熟悉的啤酒吧里，有的是为了一顿简单晚餐，有
的纯粹是为了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王锡华经常光顾的
这家酒馆虽然店面不大，往来客流量却不少。“我们的啤酒
口味很多，有花香、果香等，不少女士也喜欢来喝一杯。 为
了满足不同饮用场景的需求，消费者还可以在店内选择袋
装、瓶装、杯装等多种包装形式打包。 ”酒馆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啤酒消费的季节性突出，眼下正是消费旺季。

近日，记者走访发现，无论在商超渠道还是电商平台，
啤酒市场都迎来了销售旺季，消费市场也渐入佳境。 在合
肥市经开区一家超市内，啤酒区在陈列上设计为啤酒屋造
型，按普通啤酒、精酿啤酒、果酒起泡酒等分别摆放。 一位
酒水区负责人解释道，啤酒如此排列是希望迎合消费者的
多元需求。 此外，今年超市还引进了部分进口高端啤酒产
品，适应啤酒高端化趋势。

“选啤酒的话，我会比较注重品牌和口感，如果口味独
特，或是新推出的商品，我会更乐于尝试。”王锡华说，相较
普通的工业啤酒，精酿啤酒的发酵工艺更传统，口味精致
且多元化，除了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来酒馆喝酒，自己平时
也会买一些散装精酿自饮。

随着新生代消费群体的兴起，人们的啤酒饮用习惯正
悄然发生改变。过去“对瓶吹”的饮酒观念，已逐渐被“少饮
酒，饮好酒”所替代。面对个性化、健康化的消费新趋势，啤
酒行业加快转型步伐。 近年来，不少啤酒企业纷纷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不断丰富高端市场产品矩阵，通过一系列年
轻、 时尚又具有文化 IP 的营销动作， 满足不同消费者需
求，赋能啤酒品牌向高端化市场发展。

除了市场表现， 从啤酒企业陆续发布的 2021 年一季
报中也可发现啤酒高端化销售面良好的趋势。 比如，珠江
啤酒 2021 年一季度高端啤酒销量占比增加超 3％， 其中
高端精酿实现销量同比增长 34％；华润啤酒 2020 年次高
端及以上产品销量同比上涨 11.1％。 业内人士指出，鉴于
啤酒市场啤酒消费量趋于饱和、 消费诉求变化等因素，啤
酒高端化将成为未来发展趋势。

念好校外培训“紧箍咒”

■ 本报记者 彭园园

暑假来临之际，家长们开始忙于给孩子报名参加各类
校外培训，然而，校外培训机构的资质问题以及部分培训
机构违规收费、退费难、“卷款”跑路等时有发生。 今年以
来，我省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开展专项检查，检查内容
包括营业执照、办学资质、广告宣传等，从严整治校外培训
机构乱象，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

宿州市市场监管局采取“两规范三强化”方式解决群
众最关心的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管理问题，着力规范培训合
同、收费行为，强化宣传引导、监督检查和服务引导。 截至
7 月 8 日，宿州市共检查 219 家校外培训机构，关停无照
无证 47 家。按照国家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编制的格
式合同， 指导 6 家机构对培训合同内容进行整改提升，督
促其立即废止自制合同，启用国家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编制的格式合同， 且收费期限控制在 3 个月以内，避
免因“预付费”带来的运营风险和可能引发的涉稳风险，实
现合同规范化；要求 2 家明码标价和收据使用不规范的机
构限期整改，逾期不改依法处理。

“我市重点检查校外培训机构是否按规定的方式和内
容进行明码标价，是否存在价格欺诈，是否存在虚构教师
资质、虚构获得荣誉等虚假宣传夸大事实的行为。”广德市
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大校外培
训市场监管力度，坚决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净化培训市场，
促进校外培训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日前向全市社会培训机构、广告经
营单位发出提醒告示，明确 7 类违法违规教育类培训广告
将被从重处罚。告示对于教育培训类广告的内容、形式、发
布场所等均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在宣传过程中，告示明确
教育培训机构不得对升学、通过考试、获得学位学历或者
合格证书，或者对教育、培训的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
保证性承诺；不得明示或者暗示有相关考试机构或者其工
作人员、考试命题人员参与教育、培训；不得利用科研单
位、学术机构、教育机构、行业协会、专业人士、受益者的名
义或者形象作推荐、证明。告示还严禁教育培训机构、广告
经营单位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内开展广告活动，不得利用
中小学生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
服、校车等发布或者变相发布广告；不得在广告中含有劝
诱未成年人要求家长购买的行为，不得含有可能引发其模
仿不安全行为的内容。

滁州市消保委发布消费提示， 提醒广大家长朋友们
选择校外培训机构需注意“五要”：一是证照资质要把握。
在培训机构的选择上， 文化学科类的一定要看资质，即
《办学许可证》和《营业执照》，选择有合法资质的培训机
构。 二是收费项目要了解。 按照相关规定，培训机构要明
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退费标准、办学事项、上课时间和
服务承诺等事项， 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 一定要看仔
细， 建议不要一次性交纳过多学费。 三是虚假宣传要警
惕。 警惕部分培训机构为招揽生源，以明显低于成本的价
格售卖课程、以不当用语误导学生报名，甚至虚构从未成
交的课程原价，然后以划线价、折扣价进行虚假宣传，吸
引家长缴纳培训费用。四是培训合同要签订。家长在缴纳
培训费用时，一定要签订正规合同，合同中要明确双方的
权利义务并详细规定违约责任， 签订合同时要警惕各种
“优惠陷阱”。五是正规发票要索取。培训机构要按照国家
有关政策规定和合同约定收取培训费用， 家长们在培训
机构缴纳培训费后，要及时向培训机构索要正规发票，发
票上要加盖与培训机构名称一致的印章， 合同和凭证在
培训期内一定要妥善保管。

化妆品岂可食用！ 营销不可玩噱头

■ 韩小乔

“可以吃的鲜花果冻口红”“添加食品
成分的儿童防晒霜”……近年来，化妆品纷
纷宣称是“食品级”，吸引消费者购买使用。
然而，媒体记者通过对比多款号称“食品成
分”“可食用”的化妆品配料表发现，这些号
称“食品级”的化妆品、护肤品很大程度上
只是商业营销噱头。

从标榜 “纯植物配方”“无毒无害”，到
打上“可食用”标签，化妆品营销噱头越来
越多。 商家之所以乐于玩套路、造概念，无

非是为了迎合消费者崇尚自然、 追求健康
的心理需求。 “食品级”化妆品，乍一听还挺
有迷惑性———产品都可以吃进嘴里， 用在
身上应该没问题吧？

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化妆品不可以食
用，也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这个概念。根
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化妆品是指以
涂擦、 喷洒或者其他类似方法， 施用于皮
肤、毛发、指甲、口唇等人体表面，以清洁、
保护、美化、修饰为目的的日用化学工业产
品。化妆品与食品属于不同行业，二者使用
部位不同，吸收成分不同，所用原料及产品

指标要求、禁限用要求，所执行的规范、检
验标准均不一样。

其次 ， 并非像一些消费者认为的那
样———食品相对于化妆品纯度更高、 更安
全。食品安全不代表肤用安全，就好比柠檬
可以吃，但将其直接敷到脸上，不仅不能美
白， 还可能导致皮肤出现发红、 瘙痒等症
状。 一些食物中的个别成分的确可以起到
护肤美白的作用， 但这些成分并不能通过
直接涂抹吸收， 如果在化妆品中盲目添加
食用成分，很可能适得其反。

明明不能食用，商家却宣称“食品级”，实

际上已涉嫌虚假营销。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
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
真实、 全面， 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
传。 《广告法》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
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

近年来， 商家对化妆品功效进行虚假
营销、夸大宣传的乱象频出，尤其是一些商
家在广告中进行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的说
明，提供片面真相、进行概念性营销，给监
管带来不小挑战。 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
发布消费提示，称不存在“食品级”化妆品
概念。但光有提醒还不够，必须加大监管力
度，依法责令商家停止发布相关广告，消除
影响，并予以相应处罚。 更重要的是，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将“食品级”“可食用”纳入
化妆品广告禁用语， 不给商家玩套路、打
“擦边球”机会，推动化妆品市场健康有序
发展，依法维护消费者权益。

自 2019 年全国各地陆续发布夜经济发展规划，到如今已是第 3 个年头。 夜经济不再只是提供“吃吃喝喝”，我省各地
开始积极结合地方特色、挖掘文化底蕴，让夜色变得越来越“撩人”。

创新融合提升体验感

工业复古的街区风格、 熙来攘往的文
创集市、光影交错的“网红”餐厅、自由独特
的机车文化……今年“五一”期间，位于合
肥市瑶海区的长江 180 艺术街区以 “夜经
济”为主题打造创意文化项目，为我省夜经
济注入新的活力。

7 月 13 日晚上 8 时，长江 180 艺术街
区内灯光绚丽，人头攒动，烟火味十足。 路
边的餐饮、娱乐等店铺热闹非凡，店前的地
摊商户们不时叫卖，市民和游客走走停停，
驻足挑选。“生意还不错，来逛的人很多，工
作日每晚收入 800 元左右， 周末的时候赚
得更多。”正在售卖手工钩织儿童鞋的摊主
魏女士告诉记者，整个街区实行 24 小时营
业，摊主商户们都是“自然歇业”，一般都等
到没有市民游客了才会收摊关门。

有特色，才更受欢迎。 记者注意到，街
区内的商铺由老工厂改造，极具特点，保留

了原有工厂元素，比如老压力表、老烟囱、
老花园等，吸引不少人拍照打卡。商铺种类
也很多，涵盖餐饮、文创、娱乐、体育、服饰
等多种业态。 一家教授传统街舞的店铺吸
引了记者的注意，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20
多人正在一间教室中尽情起舞，展现活力。
走进店里发现，除了授课以外，店里还售卖
服装和饮品。店内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开业
两个月以来，已经新入会员 200 余人，生意
火爆。

结合已有旅游资源， 开发出来的夜游
项目，也受到广泛欢迎。 近日，黄山市黟县
西递村内，一场大型行进式光影秀“西递传
奇”引来众多游客参观。西递景区结合西递
村民俗特点，打造音乐喷泉和水幕灯光秀，
带来了一场如梦如幻的视听盛宴， 游客和
广大市民纷纷举起相机拍照留恋。 游客朱
女士看完表演后说：“西递这个水幕秀有一

种 3D 效果，第一次见到，很震撼。 而且表
演秀融入了当地特色历史文化， 看完后我
对这个地方都有感情了。 ”

西递夜间旅游项目之所以得到认
可， 源于增强了游客体验感，“白+黑 ”玩
法加深了景区 “旅游名片 ”印象 ，吸引更
多的游客停留。 “几年前我也来过西递 ，
那时候晚上没有这些灯光秀的活动 ，今
天我才见识到西递的夜景 。 这次准备多
待一阵子，下次还想带着家人一起来 。 ”
朱女士说，夜幕下的西递 ，是与白天完全
不同的另一番美景。

今年 1 月，中国商业联合会发布“2021
年中国商业十大热点展望”评述报告，指出
我国“夜经济”正逐渐迈入 2.0 时代。 “夜经
济”将由以往单一业态的消费模式，逐渐进
阶为产业多元、场景融合模式，成为城市竞
争“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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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经济市场规模呈爆发式增长，但
发展中不可避免出现问题， 许多城市发展
夜经济存在内容同质化现象， 如何挖掘地
方特色成为重中之重。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 西递发展夜经
济着眼于激活游客的文化记忆， 拉进文化
距离，形成文化认同。 “通过多维度的灯光
呈现，重现历史，活化文化，讲述西递传奇
故事，让游客体会到强烈的视觉冲击、独特
的文化品位。 为游客呈现更直观的徽州文
化故事，吸引游客走进西递、感受西递、留
宿西递、再来西递。 ”黟县徽黄西递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徐宁
娟告诉记者，相对于白天
的旅游活动，夜晚有
更 好 的 休 闲 氛
围， 夜间旅游
项目打造以
来 ， 景区
内 商 业
店铺开

门率高达 95%以上，民宿入住率提升 52%，
门票收入占比大幅度提升， 较夜游之前提
升了 63%，西递“夜经济”正在成为提振消
费的“引擎”。

徐宁娟介绍， 景区将以现有夜游项目
为载体，继续挖掘西递文化 IP 价值，开发
具有韵味的景区夜游体系。 从“夜经济”到
“夜文化”，全面激发文化旅游新消费、新动
能、新活力。

夜经济处处有，特色各有不同。 “长江
180 艺术街区实现了跨年龄、 跨业态、跨
时间发展，街区内 24 小时不关门，且受众
人群囊括了老少小等多年龄层。 ”合肥东
新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许琦
说，街区受欢迎，得益于抓住了老旧建筑
的特色，“建造初期，考虑原员工对老厂房
有感情 ， 我们保留了很多原始建筑和物
件，如今这里不仅成为网红打卡地 ，老员
工们也常带着亲戚朋友来参观和用餐。为
了吸引年轻人多来打卡，街区又引入了街
舞、手工等业态。 ”

除了依托自身现有的生态资源、 建筑
资源，挖掘特色还要找准自身定位。 近日，
在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 合肥第一个裸眼
3D 大屏开启，入夜后，大批市民游客聚集
在大屏下，围观逼真的立体画面。放眼整条
步行街，华灯初上，人头攒动 ，尽显 “不夜
城”的繁华。合肥庐阳区新天地文化市集日
前也盛大开市，前卫复古的移动商铺、环保
个性的集装箱，打破“地摊经济”售卖局限
性，人气火爆。

合肥市庐阳区是老城区 ， 本身商业
基础条件好，因此发展夜经济过程中 ，更
着重营造夜间消费 “网红 ”打卡点 ，带动
人气 。 合肥市庐阳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
介绍 ，去年 ，通过开展 “夜庐阳·生活节 ”
系列活动 ， 庐阳区投放夜间消费券 300
万元， 评选出 “夜间经济示范点”15 个，
“网红打卡点”17 个。 “今年，我们将再接
再厉 ，围绕夜购 、夜食 、夜游 、夜娱 、夜读
等主题，持续开展主题特色活动 ，推动全
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

7月 13 日晚， 合肥市瑶
海区长江 180 艺术街区内游
客络绎不绝。

本报见习记者 朱卓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