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市点燃了百姓的消费热情，
也对周边区域业态经营产生了良
好的辐射作用，带火了以夜市为核
心的“夜经济”商圈。

其中，运河新天地是今年天津
市最早开业的市级夜市，它以“夜
津城·寻味红桥”为主题，突出红桥
区运河文化和特色饮食的特色，设
置了时尚商品、儿童游乐、休闲餐
饮等多种服务板块。

“自从夜市开业以来，客流量
相比以往多了不少。 很多市民逛完
夜市， 大多会顺道来我们这儿休
闲，商铺营业额提高了很多。 ”位于
夜市附近的水游城一商户表示，人
气火爆的夜市带动了周边商户的
发展，使夜间经济呈现出消费新气
象。 在运河新天地夜市区域，原有
15个经营萧条的独栋建筑。随着夜
市吸引来巨大的客流量，经营餐饮
关联业态的商户营业额环比增长
了 5 倍以上、周边惠灵顿小街内关
联业态商户的营业额环比增长了
30%以上、 陆家嘴和水游城商业综
合体的营业额环比增长了 20%以
上。

此外，南开区在打造时代奥城
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的同时，进
一步满足市民“夜津城”多元消费
需求，在鲁能城电能小镇和天拖创
意街区打造了两个区级夜市街区，
为津城市民的今夏夜生活增添了
新的选择。时代奥城地区现有中央
大街、 国际风情街两条街区，街
区长度超过 600 米，经营面积超
过 3 万平方米， 聚集了餐饮名吃、
休闲娱乐等众多品牌商家，商业氛
围十分浓郁。 此前，南开区打造以
夜品、夜赏、夜购、夜游———“幸运
四夜”为特色的时代奥城市级夜间
经济示范街区， 呈现出美食名
吃、体验娱乐、文化休闲等消费
场景 。 奥城夜市夏秋两季每晚
17 点开市至次日凌晨 3点闭市，冬
春两季每晚 18 点开市至当日 23
点闭市。

据介绍，时代奥城市级夜间经
济示范街区整体改造从硬件设施
和软件配置两方面协同推进、全面
升级。 在硬件部分，对街区进行总
体设计、集中打造，形成品牌效应;
通过灯光秀的方式点亮奥城夜市

上空，在街区增设廊架灯网作为灯
光亮化的载体，形成灯海，为街区
增添更多艺术氛围；将景观树池与
休闲座椅相结合， 丰富街区形态。
在软件方面，提升餐饮小吃、服装
小百货、休闲酒吧、品牌餐厅等业
态水平，满足奥体中心 8 万余人体
育赛事及大型演艺活动开始前及
结束后吃住行的消费所需。

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各个新
开的夜市都在方便市民逛街方面
做了精心策划，推出了一些配套服
务。 时代奥城为方便夜间开车来街
区游玩的市民，除了奥城商业广场
自有地下停车场约 1240 个停车位
以外，地上和周边的停车场可提供
泊位 1400 余个， 交管部门还在宾
水西道、凌宾路设置了限时免费停
车区域。 五大道夜市、运河新天地
夜市都在附近增加了停车场。 针对
一些商业广场公厕较少的情况，各
个区新建了公厕， 增加了移动公
厕，以满足群众的如厕需求。 同时，
相关街区对“消费垃圾”清运实施
动态化管理，为消费者提供整洁的
消费环境。

“夜经济”点亮夜生活
＞＞＞

人气火爆的夜市也带动了周边商户的发展，使夜间经济呈现出消费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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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天宝

近日，天津市商务局召开市内
六区夜间经济街区建设推动会。 据
了解，由天津民园广场、先农大院、
民园西里三个部分组成的五大道
夜市，以及天津爱琴海夜市、运河

新天地夜市、时代奥城夜市、人民
公园夜市、滨海新区万达广场等夜
市打造了一个天津本土文化与时
尚文化有机结合的夜市群。 天津市
各区各部门积极营造更多夜间生
活气氛、 培育人们的夜间消费习
惯，不断推进夜间经济建设工作。

各区陆续开办夜市经济区

“夜经济”点燃天津市民消费热情

夜生活的繁华与否，是衡量一
个城市经济是否发达的风向标，然
而对于每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而
言，夜间消费场景的满足感更是衡
量一个城市温度和生活归属感的
风向标。

目前已正式开街的五大道夜
市，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
吸引了大量消费者。 五大道夜市大
力推进商旅文融合发展，近些天每
晚五大道的游客流量均超过 1 万
人，民园广场各主要商户营业额增
长 50%以上，街区一半以上的商户
根据客流变化主动营业到晚上 11
点左右。

不仅如此，天津河东爱琴海购
物公园独创的在同一空间内塑造
两种完全迥异的街区场景， 配合

“不打烊”的经营理念、有趣的品牌
组合，也吸引了众多消费者慕名而
来。

中国商报记者注意到，天津河
东爱琴海夜市街区由南、北两条街
区共同组成，分别为网红打卡街区
与传统天津胡同风格———老门口
儿夜市。

其中，更加年轻化的南街涵盖
了网红甜品、轻食简餐、生活精品
等品类，相较于北街的品牌进行了
有效的品类互补， 包括阿芮烤鸡
爪、丰睿烤猪蹄、阿甘锅盔等网红
小吃，可以让消费者一饱口福。 除
了品种丰富的美食外，中国商报记
者看到，该街区还囊括了各类零售

和娱乐品牌，例如头号玩咖、零下舞
度、名创优品等，深受年轻消费群体
喜爱。

而北街老门口儿夜市则主打怀
旧风格，实景还原了 20 世纪 70 年
代天津老胡同的场景，再现了“斜阳
草树，寻常巷陌”的胡同风貌。 除此
之外，中国曲艺文化、古典文化、民
俗文化等东方文化在街区中也得到
了最大的体现，为主题街区赋予了
鲜明的文化内涵。

此外，老门口儿夜市还集结了
佳园里、凯莱赛、五爱道等诸多天津
市民耳熟能详的商家及产品，餐饮
小吃有 80余家，包括炸串、烧烤、炸
鸡及多种各地特色小吃，充分还原
了传统夜市风貌。 与此同时，街区
还引进了诸多深受时下年轻人喜
爱的网红品牌餐饮，如潘达芝士
挞、 年轻人串串及老大薯条等，
并融合了画糖画、捏面人、龙嘴大
铜壶等具有天津传统特色的餐饮类
型。 除餐饮小吃外，还有街区百货
100 余家，囊括了生活服务、手工文
玩、 服装鞋帽及互动娱乐等多种
业态， 既有最流行的相声茶馆，
也有套圈、 扎气球及画娃娃等多
种传统夜市娱乐项目，更有折纸、趣
味烘焙等寓教于乐的亲子互动项
目。

天津爱琴海的创新在于将古老
夜市的精髓融入购物中心，进一步
展示“夜经济”的魅力，释放城市的
消费潜能。

释放城市消费潜力

＞＞＞

天津河东爱琴海夜市街区由网红打卡街区和传统天津胡同
风格区组成，可以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

本报记者 张仲超

在近日举行的“上海线下零售
企业承诺七日无理由退货服务”启
动仪式上，上海市共有 750 余家商
铺门店积极响应号召，加入到提供
“七日无理由退货” 服务的商家行
列中。

中国商报记者走访了位于上
海市南京路步行街的新世界大丸
百货，在鹿王、博格西尼等品牌的
柜台上面已经放置了“上海市七日
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 的铭牌，铭
牌上方还标注了退货条款说明，包
括不影响二次销售方可退款、未退
回赠品则需按价付款、定制商品不
予退换货等。 据店员介绍，最近几
乎没有出现过退货的情况。

据悉，目前商场的退货流程较

为通畅便捷，消费者如有相应的需
求，只需和柜台确认后即可到售后
服务处办理。 对此，新世界大丸百
货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在商场购
物的消费者相对较理性，一般不会

“为了退货而购物”，虽然推出“七
日无理由退货” 活动的时间不长，
但从整体反馈来看，退货量基本上
没有变化，“近期我们商场的整体
退货率只有 0.5%，相对来说，女装、
女鞋的退货比例会略高一些”。

日前，记者来到南京西路随机
走访了几家商户发现， 承诺参加
“七日无理由退货” 的门店在遇到
退货需求时明显更加“爽气”，而部
分没有参与服务承诺的店铺店员
在面对这一问题时则明显有了更
多的“发挥空间”，退货的阻碍也明
显更多一些。

例如在某运动品牌旗舰店内，
中国商报记者并未找到承诺铭牌。
在提及如为家人购买运动鞋遇到
尺码、 颜色不合适是否可以退换
时，店员明确表示不影响二次销售
就可以“换”，但若想“退”则只能是
货品“有质量问题才可以”。

而在优衣库南京西路店，每个
收银台前都放置了有“退换商品规
定”的告示牌，明确在保持商品完
好的前提下，消费者购买 1 个月内
可退换，袋装类、内衣裤类商品，如
无质量问题不予退换，退货仅限于
原购买店铺。 消费者许女士在结账
时询问是否能退货，店员马上对她
选购的服饰分类进行了解释：“长
裤在完好的情况下可以退，但内衣
不退换。 ”

许女士说，来实体店购物看中

的就是能够试穿，而正因为不同于
线上的“盲买”，退货的概率其实很
低，她这次多问一句也是因为选购
的裤子是想搭配某件衣服的，所以
还得回去试一下，“其实不论是线
上还是线下消费，退货都是一件麻
烦事。 但商家能够提供无理由退货
服务，还是对品牌和商品品质有很
大的信心，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也
能够更放心地‘买买买’”。

中国商报记者获悉，上海市商
务委今后将根据“企业自愿、行业
自律、政府引导、社会监督”原则，
对标国际规则和标准， 逐步推进

“七日无理由退货”服务。 在这一过
程中， 也将继续优化承诺企业的
“三件套”，将参与行业承诺、自定
退货细则以及消费者的知情权三
者“串联”起来。

“第一就是承诺铭牌，可以让
消费者一眼就发现，该商家是参加
无理由退货活动的。 第二件就是退
货细则。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
敏表示，线下门店参与承诺并非强
制，因此哪些能退、怎么退，商家可
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明确。 而

“第三件” 便是将可退货承诺落实
在小票、收据上，例如目前美特斯
邦威等品牌就已在消费小票上明
确写出了退货政策说明。

与此同时，上海市商务委也在
考虑将企业服务承诺的履约情况
与上海商务诚信平台进行数据对
接，不兑现承诺的商家或是有恶意
消费行为的消费者都可以通过平
台进行信息归总。“我们希望通过
这一社会共治的体系，打造‘最优
最好’的购物环境。 ”刘敏表示。

上海线下商家持续推进“七日无理由退货”
福建晋江着力促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近日，记者从福建省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首届民营经济创新发展
高峰论坛将于 7月 14 日在福建晋江
举办。论坛以“深入践行‘晋江经验’，
聚焦实业，专注主业，促进新时代民
营经济创新发展”为主题，将围绕
民营企业投融资、数字经济等热门
话题， 深入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泉州
民营经济成长、发展、壮大的成功
经验，同时聚焦民营企业未来发展之
路。

届时， 与会人士将从数字经济、
金融改革赋能民营经济等领域展开
深入探讨，研讨更为务实精准的政策
建议，力争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更好
的营商环境，为福建省和全国民营经
济发展提供启示借鉴。 论坛期间，还
将召开世界 500 强企业代表参加的
座谈会，举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泉
州民营经济固定调研基地签约仪式
等多项活动。 （本报记者 林茂阳）

黑龙江有序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记者近日从黑龙江省住建厅获
悉，该省正在积极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 哈尔滨市、齐齐哈尔市、大庆
市、牡丹江市先试先行，重点围绕生
活垃圾分类制定工作方案、成立领导
小组、完善制度标准、宣传教育引导、
示范片区建设等工作集中发力。截至
目前， 已累计在 200 余家公共机构、
120余个街道（社区）、400 余个小区
启动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建设。

目前，黑龙江省县以上城市已建
成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 93 座，
处理能力 2.53 万吨/日； 转运站 772
座， 转运能力 1.89 万吨/日。 哈尔滨
市、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餐厨垃圾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建成
投入使用，处理能力达 500吨/日。

（本报记者 潘广韬）

中国皇玛健康沙发全球大会举办

日前，“创造健康沙发新高度”
———中国皇玛健康沙发全球大会暨
皇玛·康之家品牌发布会在成都举
行。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张冰冰表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
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家具企
业应以“健康沙发”为标杆，构建可持
续、绿色、环保、健康的制造体系。 成
都家具行业商会会长古皓东则高度
肯定了皇玛·康之家领先行业的健康
升级举措。

大会会聚了国内外商界、学界的
大咖。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向松祚围绕
经济发展趋势和健康家具的关系，深刻
解读大环境下大健康、消费升级与家
居环境的关系。 此外，来自世界各国
的顶级沙发生产商、 供应商齐聚一
堂，分享了国际视野下的健康沙发新
发展机遇。 （本报记者 张家铭）

全国首家儒家文化医德培训中心启动

7 月 6 日，全国首家儒家文化与
医德教育培训中心在山东曲阜孔子
文化学院启动。建设一支政治意识过
硬、业务能力过硬、医疗服务过硬的
卫生健康队伍，这是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的保证，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保
证，更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保证。“争当
儒医先锋，忠诚干净担当，若登高必
自卑，若远行必自迩”，这是山东省曲
阜市卫健局党委书记、局长孔卫东在
全国首家儒家文化医德培训中心启
动仪式上与大家共勉的话。

培训中心有关人员表示，今后将
逐步完善论坛教学、课堂教学、现场
教学、体验教学为主的“四位一体”教
学模式，实现儒家文化同医德教育的
有机结合。 欢迎山东全省、全国各地
卫健系统干部职工来曲阜医德培训
中心授课、学习，培训中心将提供一
流优质服务。 （相 冰）

� � � � 为进一步满足市
民“夜津城”的多元消
费需求，天津市推出多
条创意街区，为市民的
今夏夜生活增添了新
的选择。图为众多消费
者正在前往天津时代
奥城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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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日前， 注册估值分析师协会
（Chartered Valuation Analyst Insti－
tute，简称 CVA 协会）与西南财经大
学投资估值研究中心联合推出《中
国企业资本成本参数估计表 2019
版》（以下简称参数手册），包括中国
市场权益风险溢价和规模溢价的参
考指标。 本次公布的参数采用了
2018 年底我国资本市场的最新数
据， 主要适用于最为直观并且被实
务界广泛采用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中权益资本成本的计算方法。 参数
手册内含研究背景、 使用方法与适
用范围等内容， 研究成果填补了国
内金融市场的空白， 为估值行业提
供了标准和参照。

2014 年 10 月，CVA 协会联合
西南财经大学投资估值研究中心、
Wind 资讯与经管之家等首次发布
了中国企业资本成本参数。 在此后
的四年里，CVA 协会陆续发布了四
次年度参数手册并得到几千次下载

应用量。 有理由相信，通过 CVA 协
会与西南财大的专业深入研究及推
广， 国内的估值行业将会更快速地
进入标准化时代， 为金融领域的业
内人士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投资估值
参数。

建立估值行业标准， 培养投资
金融人才， 是 CVA 协会的宗旨。
CVA 协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
推动国内估值市场及行业的标准化
进程，培养鉴定投资估值专业人才，

这两个目标相辅相成， 都是为了早
日实现我国金融市场及行业的专业
化与成熟化。

说到培养鉴定投资人才的
CVA 考试认证，它主要涉及企业价
值评估及项目投资决策。 与其他金
融类考试不同，CVA 考试专注于投
资专业实务技能的考核评定， 侧重
于估值建模等专业能力和岗位实操
技能培养。 CVA 持证者中有 79%为
在职人士， 分布于金融机构中的企

业集团投资部、基金、券商、投行、私募
股权机构、 产业投资、 互联网金融、银
行、法律及财务顾问公司，其中 60%
以上的持证人有硕士及博士学历。

CVA 证书应用性强，国际通用
的估值方法能够快速应用于实际工
作中；针对性强，专注于投资及并购
估值，特别是财务建模的能力；性价
比高，考试费用较低廉，通过几个月
的集中学习即能掌握投资估值核心
技能。这些优势令 CVA 考试在众多

资质认证中崭露头角， 逐渐获得了
投资估值相关业界人士和知名金融
机构的广泛认可。

CVA 协会作为非营利性机构，
十分重视研发工作，无论是 CVA 认
证考试还是行业估值标准的研究，
都会投入高水准研发力量。 他们希
望金融界业内人士及机构能够通过
CVA 协会提供的高品质平台提升
自身职业素养， 培养更多行业优秀
人才。 （石 磊）

《中国企业资本成本参数估计表 2019版》为估值行业提供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