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10 日，“宽窄巷子”全国示
范步行街在成都正式揭牌。 据悉，
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已逐步形成

“一巷一主题、一院一景”形态与业
态融合布局。 同时，依托历史遗存
的 6 条呈鱼骨状紧连相通的步行
街巷和 60 多个院落， 构成独特的
街、巷、院肌理，形成了宽巷子“闲
生活”、窄巷子“品生活”、井巷子

“市井生活”等特色主题消费场景。
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是党中

央、国务院着眼于促进形成强大国
内市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
水平的对外开放部署的重要任务。
商务部会同有关地方政府，积极推
进步行街改造提升，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截至 7 月底，商务部确定的首
批 11 条改造提升试点步行街，客
流量和营业额已恢复至疫情前的
九成左右，部分街区客流已超过去
年同期水平。 步行街通过举办出口
产品内销、 特色产品展销等活动，
大力发展小店经济、 夜间经济，客
单价明显提升， 夜间消费更加活

跃。 特别是南京夫子庙、 杭州湖滨
路、重庆解放碑、成都宽窄巷子、西
安大唐不夜城等 5条步行街， 工作
力度大、进度快、效果好。近日，经地
方申请、第三方评估，商务部将这 5
条步行街命名为“全国示范步行
街”。

为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放
大试点成效， 商务部目前已选择哈
尔滨中央大街、大连青泥洼、石家庄
民族路、 郑州德化街、 长沙黄兴南
路、深圳东门街、青岛台东路、合肥
淮河路、 宁波老外滩、 福州三坊七
巷、厦门中山路、昆明南屏街等 12
条步行街作为第二批试点单位。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按
照“一年有变化、两年见成效、三年
大改观”的工作要求，力求用 3年左
右时间，在全国培育 30-50 条环境
优美、商业繁华、文化浓厚、管理规
范的全国示范步行街， 助力经济高
质量发展，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需要。

点亮小店经济和夜经济 加快步行街改造升级

多措并举 消费新动能闪亮登场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疫情
发生以来， 有近 6000 万家小店遭
遇经营困难， 占到全国 8000 多万
家注册小店的七成多。 然而，正是
因为小和灵活的特性，在国家陆续
出台的各项政策扶持下，小店经济
迅速恢复了活力。

美团 7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疫
情后的小店经济实现了 V 形复苏，
6 月全国服务业小店的消费复苏率
实现稳步增长，相较于疫情较为严
重的 2月增长 3.3倍。 商务部表示，
今后将继续通过一系列政策举措，

“点亮”小店经济发展，带旺“烟火
气”，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商务部等 7 部门近日联合印
发的《关于开展小店经济推进行动

的通知》明确，通过开展小店经济推
进行动，培育一批试点城市，推动社
区、批发市场、商圈、特色街等小店
集聚区转型升级，推进电商平台、物
流企业、商贸企业、中央厨房等“以
大带小”赋能小店，加快发展“产品
优、服务好、环境美、营销广”的特色
小店，并要求地方加强联动，全国一
盘棋，至 2025 年，形成人气旺、“烟
火气”浓的小店集聚区 1000 个，达
到“百城千区亿店”的目标。

行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 为
支持小店发展，一些生活服务类平
台已快速行动起来。 美团最近推出
了针对小商户的金融帮扶、数字化
培训以及线上运营等举措，微信支
付发布“全国小店烟火计划”，苏宁
小店启动加盟模式试点。

“小店”带旺城市烟火气
＞＞＞

本报记者 李远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为有
效对冲疫情影响，促进消费回补和
潜力释放，商务部门在稳定外贸运

行的同时， 积极推进全国复商复
市。 进一步推动小店经济、夜间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加快实施步行街
改造，更好地激发内需潜力，让消
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夜经济是指从当日 18 时至次
日凌晨 2时所发生的服务业类经济
活动，无论是夜宴、夜饮，还是夜唱、
夜购，夜间消费大多是服务性消费，
几乎涵盖商业、交通运输业、餐饮业
等所有第三产业。当前，新型夜经济
已成为各大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 一方面解决了受疫情影响消费
市场不景气的问题， 另一方面也呼
应了人们对市井气息回归的诉求。

为落实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战双赢”系列部署，
推动夜间经济提质升级， 丰富经济
业态，繁荣消费市场，近期，各地纷
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开展夜间经
济促消费活动。

近日，重庆市商务委等 10 部门
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夜间经济发展
促进消费增长的意见》，从加强夜间
经济规划布局、 建设多元化夜间消
费场所、培育丰富夜生活业态、打造

夜间消费品牌、 推动夜间经济创新
升级发展、 完善夜间经济功能配套
等六方面加快夜间经济发展。

北京消费季期间， 北京市商务
局组织开展“夜京城”系列活动，明
确 YE 消费、YE 文化、YE 户外、YE
生活四大主题， 活动从 6 月持续到
11月。 北京 68 个商圈、300 家品牌
企业、2000 多家品牌门店， 互联网
平台企业线上线下联动， 为消费者
提供丰富多彩的夜间消费活动。

天津市商务局印发《关于支持
推介 2020 年夜间经济街区重点招
商项目和部分新媒体资源的通知》，
集中推介 30 个 2020 夜间经济重点
招商项目， 以及 16 场夜市品牌活
动。

随着各地政府对夜经济的进一
步政策引导、消费推动，夜经济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将会越来越
高。

夜经济激活消费新引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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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付 磊

8 月 7 日，湖北省政府举办新
闻发布会，宣布启动“与爱同行，
惠游湖北”活动，从 8 月 8 日到今
年年底， 全省所有 A 级旅游景区
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 湖北近
400 家 A 级景区每日按照核定日
最大承载量的 50%进行预约，全
省 1000 余家旅行社、350 多家星
级饭店也积极响应， 全力做好服
务和接待工作。

8 月 8 日、9 日两天， 正值活
动启动后的首个周末， 中国商报
记者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 全省已恢复开放参加活动的
364 家 A 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数
量迅速攀升。 十堰、荆州、宜昌等
地的宾馆酒店入住率较之前有了
明显提升， 部分热门景区所在地
高星级酒店几乎全部满房。

据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统
计，8 月 8 日， 全省参加活动的景
区预约 57.65 万人 ， 入园游览
37.24 万人。 其中，武汉欢乐谷、武
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襄阳唐城、
利川腾龙洞、咸宁隐水洞、九宫山
等热门景区， 达到或接近核定日
最大承载量的 50%，发出预警。 多
个重点景区接待量已恢复到去年
同期的 60%以上。

8 月 9 日， 十堰市 33 家景区
预约门票 11.92 万张， 入园 3.85
万人，其中约 8000 名游客进入武
当山景区，是半年来游客量的“峰
值”； 恩施州 16 家旅游景区共预
约 4.7 万人， 入园 3.2 万人， 较 8
月 8 日预约增加 2.1 万人，入园增
加 1.3 万人；武汉市黄鹤楼景区入
园人数达 2.5 万人，比 8 月 8 日增
长 1倍。

除了景区门票免费以外，中
国商报记者了解到， 湖北各地还
相继推出系列活动， 出台配套奖
补政策，激发群众消费热情，提振
消费信心，促进地方经济复苏。

武汉市 23 家 A 级景区面向
武汉市民和全国游客免费开放至
年底。 此外，还将陆续举办 48 小
时打卡大武汉、2020 乡村旅游节、

四面八方自驾游武汉、武汉电竞旅
游节等活动。

襄阳市 36 家 A 级旅游景区
除了对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外，还
实施旅行社“引客入鄂”奖励，即对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省内旅行社，
分别采用包机包列旅游团队奖、包
车船等旅游团队奖、小型旅游团队
奖励、组团突出贡献奖等四种方式
予以奖补。

宜昌市除推出旅行社“引客入
鄂”奖励外，还鼓励各企事业单位
将 2.5 天弹性休假与开展工会会
员活动结合起来，组织开展夏季避
暑游、秋季主题游、冬季特色游活
动。 为充分调动旅游企业参与旅
游市场营销的积极性，促进旅游
市场快速复苏， 该市出台了《2020
年度宜昌市旅行社奖励实施细
则》， 先期投入 330 万元， 对年内
“揽客入宜” 的旅行社及时进行资
金奖励。

在惠民旅游活动期间，十堰市
的所有 A 级景区除免大门票外，A
级景区住宿、购物、餐饮、观光车等
二次消费项目均有 6-9折优惠。同
时实施“引客入堰”奖励，对旅行社
分别采用包机包列旅游团队奖、包
车船等旅游团队奖、小型旅游团队
奖励、组团突出贡献奖等四种方式
予以奖补。

黄石市推出“千万免费门票送
游客”“百场文化展演进景区”“百
名网红来打卡，10 万游客游黄石”
等活动。活动结束后对宣传推广有
较大影响力的前 500 名网红名人
以及市民游客给予奖补。

孝感市在活动期间，按照财政
补贴 50%、景区优惠 50%的原则，
全市 A 级收费旅游景区对全国游
客免费预约开放。 同时，为了调动
旅行社从省内外规模组团积极性，
该市对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市内
旅行社实行“引客入鄂”奖励。

仙桃市除了实行旅行社“引客
入鄂”奖励外，还结合当地实际，推
出仙桃乡村旅游网红点 20800 张
门票和消费券大派送，重点推介沔
西乡村旅游带和环排湖旅游带两
条精品线路。

推动全省旅游业发展
湖北 A级景区免门票

广告

AIoT 浪潮汹涌而至，无论是消
费端还是产业端， 都面临新一轮价
值重构的机遇。对于企业来说，过去
的优势总是会被明天的趋势所替
代，只有很好地把握住趋势，才能制
胜未来。

新的产业趋势便是物联网。 作
为家电行业的优势品牌， 长虹近年
来积极推动面向物联网的转型发
展，品牌价值不断攀升。 8 月 5 日，
第十七届世界品牌大会在北京举
行， 世界品牌实验室公布了《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 分析报告，华
为、海尔、长虹等品牌入围榜单，其
中长虹品牌价值达到了 1687.36 亿
元。

低调的产业领先者、 惊艳的智
慧型产品、创新的品牌营销，这些特
质让外界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
拥有新的想象空间的科技长虹。

低调的产业领先者
从 2019 年的业务构成不难发

现，长虹已经发生了显性变化：在全
年的销售收入构成中， 智能家电占
32%，IT 服务占 27%， 供应链服务
占 18%，核心器件等占 16%，新能
源等新兴业务占 7%。

可见， 如今长虹的产品已不仅
仅停留于家电层面， 之所以连续入
选《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榜单，
是因为长虹面向物联网的转型成绩

斐然， 家电已不能完全体现长虹的
视野、格局与未来。

不止一面的长虹，B 面越来越
精彩。很多人不知道，长虹的产业竞
争力非常强。 围绕主业上下游价值
链，长虹在冰箱压缩机、轨道交通电
源、 物联网模块等多个领域深度布
局。

以压缩机为例， 这个冰箱产品
的关键器件， 旗下企业长虹华意连
续十多年在国内冰箱压缩机行业市
场份额领先， 在全球的市场份额已
超过 20%。 作为博世西门子、伊莱
克斯、惠而浦、三星、海尔、美菱等全
球知名冰箱企业的主供应商， 长虹
华意拥有全面、 自动化程度高的变
频压缩机生产线。

长虹也是我国较大的物联网模
块提供商。 旗下的爱联科技专业从
事物联网无线联接全领域通信模

组、新型系统集成应用产品研发、制
造、 系统集成与销售, 累计为国内
外知名企业的超过 3 亿件电子产品
提供可靠联接服务， 目前已具备各
类模组 1200万片/月的产能。今年，
爱联科技还成功研发了国产超小体
积 5G 通信模组 AI-NR11， 可广泛
应用于众多领域和场景， 是继全球
首款 5G 工业互联网模组 AI-NR10
在长虹下线后的又一突破。

在国内的 IT 分销服务领域，长
虹佳华成长为领先的数据存储方案
提供商， 销售收入连续 15年增长，
成长性、盈利能力、运营效率等各项
指标均稳居国内相关行业前列；在
特种电源领域， 长虹电源公司已完
成和正在承担的部级及国家级重大
工程项目达百余项，2019 年在国内
取得及交付轨道项目 20 余个，在海
外取得重量级大客户供货资质；在
智能制造方面， 长虹以数字化工厂
建设为基础， 强化柔性订单定制能
力和快速交货能力， 持续打造和升
级具备自由切换大规模流水化生产
和小批量个性化定制生产能力的智
能制造平台，今年初正式投产“5G+
工业互联网”生产线……

B 面长虹的业绩斐然。 借助数
字化浪潮， 其面向物联网完成了一
次漂亮的转型。在 B to B 这个产业
赛道上，长虹正持续展现“让想象发
生”的魅力与实力。

惊艳的智慧产品
近年来， 家电行业整体下行压

力增大， 很多企业陷入到价格战的
泥潭中不能自拔，产品创新、技术升
级、 模式变革这些短期内看不到效
果的东西被它们抛到脑后。

长虹则不然。 面对 5G、AI、IoT
等新技术浪潮， 长虹用一次又一次
的创新， 打造出让行业和用户都感
到惊艳的智慧家电产品。

2019 年，长虹持续推动基础能
力优化和产品升级， 产品竞争力得
到进一步提升。在国内市场上，极智
屏电视“极智控、极智传、极智通、极
智玩”、冰箱“鲜、薄、嵌”、空调“好空
气+好睡眠” 的产品标签逐步清晰
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 向高附加值
产品升级加速。

同时，在海外市场上，其彩电业
务借助搭载 Andriod、Netflix、Roku
三大智能平台产品的全面推广，实
现了收入和利润的双增长； 冰箱
（柜）、空调业务结构调整有效，推动
了经营质量的持续改善， 使海外营
业收入实现同比增长。

进入 2020年，长虹依然保持高
频创新节奏。 4 月 22 日，发布搭载
长虹研发的 5G 视频专业模块的
5G＋8K 电视， 能连接家庭物联设
备， 让消费者感受到多种环境场景
的交互体验； 长虹激光显示科技公

司推出了触摸激光电视， 可支持多
点触摸、智能识别；长虹美菱发布十
分薄洗衣机，要“做中国乃至全球第
一薄的滚筒洗衣机” ……这些以技
术引领创新的长虹产品， 其极佳的
体验已获得市场认可。以电视为例，
据泛博瑞咨询 2020 年上半年彩电
线上零售监测数据显示， 在 8K 电
视领域， 长虹 8K 电视的销量占比
已达 80.7%；从上半年周度数据看，
长虹 8K 电视单周销量占比最高已
达到 95.3%；在线上和线下，长虹的
表现都非常亮眼。

长虹是少有的全品类智能家电
布局的科技企业， 而这个差异化能
力支撑长虹可以面向 AIoT 为用户
提供超越传统家电范畴的智慧家庭
服务， 从而在一个千亿量级的蓝海
市场上居于领跑位置。

B 面长虹以低调对外，C 面长
虹则以惊艳示人。 但其实无论是哪
一面，都是真实的、致力于“让想象
发生”的长虹。

创新的品牌营销
虽然历史积淀足够深， 但长虹

并不因循守旧。与时代同行，长虹品
牌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并与时
俱进地与用户及世界对话。

2019 年， 长虹的品牌建设以
“中国骄傲”与“中国潮流”为核心，
持续发力跨界合作，坚持体育营销，

向外界展示出长虹品牌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与对潮流文化的引领。例如，
长虹与故宫文创联名开发了《百福
骈臻》， 与三星堆推出联名产品，这
些与传统文化的跨界融合， 实现了
与用户群体的情感贴近。

值得一提的是，长虹 2019年结
合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庆及中国
制造业发展成果， 通过产业报国方
式演绎“中国骄傲”，向社会大众彰
显了长虹的技术与实力。

此外， 长虹还频频开展跨界合
作， 与年轻消费群体构建了新的沟
通渠道和体系， 通过参与上海时装
周、抖音品牌活动、天猫晚会等，掀
起“中国潮流”，持续推进品牌年轻
化。

品牌营销创新在今年进一步深
化。 今年 6 月，长虹联手 MCN 机构
及文创机构打造的草莓台举行了首
播仪式， 这是家电业首个自主短视
频及直播平台的正式亮相，“直播带
品牌” 成为长虹品牌营销的一大创
举。

没有永远成功的企业， 只有适
应时代的企业。 从长虹品牌创新发
展的历程可以看到， 只有精准把握
时代发展趋势， 用创新科技满足产
业和用户不断升级的需求， 品牌才
能永葆青春、焕发活力，品牌价值才
能与产业价值、 用户价值实现同频
共振。

品牌价值再创新高 科技长虹力争跑赢物联网时代

步行街释放消费新潜力
＞＞＞

步行街通过
举办出口产品内
销、特色产品展销
等活动，大力发展
小店经济、夜间经
济，客单价明显提
升，夜间消费更加
活跃。 图为南京夫
子庙步行街迎来
大批游客，十里秦
淮重现桨声灯影，
繁华再现。
CNSPHOTO提供

育新机开新局扩内需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