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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长沙市，受网购等新经济模
式冲击而沉寂了数年的“五一”商圈，近
年来越来越火了！

“五一”商圈位于长沙天心区，是围
绕“五一”广场形成的一片“老文化”和

“新商业”并存共生的区域。这里，既拥
有天心古阁、白沙古井、火宫殿、第一师
范、贾谊故居、何绍基墓等历史人文景
观，又融汇了黄兴南路商业步行街、解放
西路酒吧一条街、王府井百货、友阿春天
等不少现代化商业广场。

火宫殿里如过江之鲫的食客，太平
街里摩肩接踵的人流，王府井里购销两
旺的场面，步行街中排队购物的队伍
⋯⋯无不展现出这里的繁华热闹。

仅今年春节期间，王府井百货销售
额 就 达 2210 万 元 ，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7.5%，累计客流量达 24.9 万人次，较
上年同期增长 67.1%；友阿春天实现销
售额 475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6%；
沃尔玛实现销售额 321.4 万元，同比增
长 15% ； 大 润 发 实 现 销 售 额 412.2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5%；友阿奥特
莱 斯 销 售 额 2255.68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0.3%；火宫殿黄金周前 6 天销售额实
现 584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8.3%，客
流量增长 9%。

“五一”商圈为什么又火起来了？得
益于天心区委区政府“文化搭台、消费唱
戏”的商圈理念。

火宫殿位于长沙坡子街，老刘在此
摆了个卖臭豆腐的摊儿，以前他每天准
备 3000 片都卖不完，如今准备 6000 片
卖得一片都不剩。

以火宫殿城为核心的“五一”商圈，
既集聚了一批大型商业企业，也有远近
闻名的黄兴路步行街，还是著名的文化
旅游胜地，形成了以观光、游憩、餐饮、购
物、民俗娱乐、非遗体验等元素为亮点的
综合型商圈，南来北往的客人都乐意在
此进行“食、住、行、游、购、娱、文、商、养、
闲、情、奇”的全方位体验。今年火宫殿
实现了智慧改造，借助“智慧天心”平台
推出 360 度全景地图，实现智慧出行服
务，推出智慧讲解服务，并开展线上营
销，有效提升了旅游品质。以火宫殿大
庙会为契机，天心区旅游供给成功实现
转型升级，促进了历史文化景观与商圈
经济、生态旅游、体育休闲、民俗娱乐、智
慧旅游等业态的融合。

今年春节期间，记者在火宫殿庙会
现场，遇到了一个从浙江海宁赶来的家
族亲友旅行团。这是一个回长沙过年的
3 口之家，当看到长沙火热的过年场面
后，马上决定广邀浙江亲友来长沙，并把
拍摄到的庙会视频在亲友圈里播放。亲
友们你邀我请，一下子来了 20 多人。庙
会活动期间，这样的外地游客很多。穿

梭在坡子街火宫殿的主会场，随处可见
端着“糖油粑粑”，说着外地口音在听花
鼓戏、买剪纸和面人儿的游人。

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天心区正在打造“融城核心、璀
璨天心”的商圈文化品牌，以传统“老”文
化为主的“新”服务经济模式，为商圈发
展提供了新的活力。

火宫殿庙会是天心区节会经济模式
的一个案例，这是“政府提供平台，商家
整合营销”的范例。长沙城市内部消费
已经饱和，只有利用节会方式，通过政府
搭台打旅游品牌促消费，才能很好地吸
引外地资源。以火宫殿庙会为例，相关
统计数据显示，其消费收入仅有 30%来
自长沙市内，其余全部来自外地客人。

2013 年，长沙火宫殿大庙会首秀长
沙，至 2017 年，年年有庙会、月月有节
会、天天有聚会，出现了日行 3 万至 10 万
人次的盛况。天心区因势利导，将商圈
发展进行全域统筹规划布局，以文化做
内容，以旅游做市场，以生态休闲做环
境，实施全域发展。

为此，天心区着力打造能留住游客的
生态休息环境，让客人“登天心古阁，观白
沙古井，游第一师范，购天心商圈，拜何绍
基墓，吃火宫殿美食，看橘洲焰火”。

朱东铁认为，天心的产业有“高端”
“轻型”和“新型”的优势，决定了天心区
商圈发展的出路——北以“五一”商圈为
中心，南以“长株潭”商圈为重点，构建南
北呼应、竞相发展的现代商贸体系，“五

一”商圈要大力整合、提质商铺，加快推
进火宫殿城建设，打造一批“百年老店”

“特色街区”。“长株潭”商圈要进一步完
善配套、提升品质、做大规模，发展壮大
集消费体验一体、购物娱乐一体的新型
商业模式，推动互联网+商贸发展，培育
壮大一批电子商务企业，提升智慧商圈
的覆盖面、影响力，努力使传统商圈焕发
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围绕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区生产总
值的比重达 70%、服务业税收占全区财
税收入比重达 70%、服务业从业人员占
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达 70%的目标，
在做大总量、做优结构、做强品牌上取得
突破性发展，让长沙第一商圈越来越火，
越来越旺。”朱东铁说。

湖南长沙全域规划传统商圈，改变了沉寂多年的“五一”商圈——

老商圈+新服务 火了实体店
本报记者 刘 麟

最近，青岛市城阳区夏庄街道西宅子
头社区居民李德海心情特别好，因为困扰
他多年的一大块心病被去除了：以前家门
口南 50 余米处有 8 个垃圾箱，总是清运
不及时，尤其是到了节假日，更是垃圾满
溢、脏水外流。如今，垃圾箱变成了地下
小型垃圾中转站，不仅看不见垃圾，连一
点儿臭味都闻不到。

“每天都有垃圾车来清运垃圾，打扫
卫生的简陋三轮车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
是机械化的垃圾收集车，还有扫路车、护
栏冲洗车，以前见都没见过！”站在自家门
口，李德海向记者描述着他的新奇见闻。

李德海是城阳区全力攻坚“脏乱堵”

的众多受益者之一。2016 年 4 月，城阳
区下发《关于建设洁净有序城阳的意见》，
要求按照国家卫生城市和全国文明城市
市容环境标准，合全区之力，补管理之短，
围绕“治脏、治乱、治堵”3 大重点，全力推
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城市管理
水平，加快建设生态宜居幸福的胶州湾北
岸新城。《意见》提出，争取到 2017 年底，
使全区城乡环境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城
市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全
面建立，城市综合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基
本实现洁净有序的城市管理目标，达到全
省最优、国内一流水平。

“洁净有序城阳建设是一次覆盖全域

的彻底‘大扫除’，要做到‘区域无死角，领
域全覆盖’。”城阳区城市管理局城市管理
科科长王保平介绍说。所谓区域无死角，
就是在空间上要将城市建成区、农村社
区、城乡接合部、工业园区等每一寸土地
都纳入整治范围，不留死角和盲区。所谓
领域全覆盖，就是环卫保洁、交通秩序、绿
化养护、小区物业管理等事关市容市貌的
各行各业都要参与其中，齐抓共管、合力
攻坚，不允许袖手旁观。

据介绍，洁净有序城区建设共包括 8
大板块，主要涵盖环境卫生、市容秩序、交
通秩序、农贸市场和农村大集、物业管理、
建筑工地、园林绿化、智慧城管等 8 项提

升工程。记者了解到，每项工程均已出台
了实施细则，2016 年已经实施了一期建
设，取得良好效果。

“这 8 项提升工程，针对的都是较难
治理的‘痼疾’。”王保平介绍，例如在环境
卫生方面，城乡环卫一体化运转两年多
来，总体成效是明显的，环境卫生在面上
有很大改观，但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不高：
河湾沟渠周边、垃圾桶站周边、集贸市场
周边、偏僻阴暗角落等，还存在不少卫生
死角。“我们通过新增公共区域环卫保洁
面积 37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42%，基本
实现了公共区域保洁全覆盖，这样就能实
现全区域精细化管理。”

长沙市在推进老商圈转型发展的

过程中，实行全域统筹规划布局，形

成区域互动、特色凸显、功能互补的

整体发展格局，迎合了不同年龄、不

同阶层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也促使

传统商圈焕发出新的活力

本报讯 记者周骁骏 童

政报道：广西南宁市近日正式
印发实施《南宁市“十三五”新
型 城 镇 化 规 划 （2016—
2020）》，提出南宁市将采用引
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推
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
公共服务等方式，有序推进农
业 转 移 人 口 市 民 化 ，力 争 到
2020 年，实现 98 万农业转移
人口落户城镇的目标。该市将
积极稳妥推进异地务工人员本
地子女市民化，逐步解决在城
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
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
的问题，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
住人口全覆盖。

就业方面，南宁市将建设
县（区）农民工综合服务中心，
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免费职业
介绍、政策咨询、信息引导和就
业等“一站式”综合服务；医疗
卫生方面，南宁市将居住半年
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
社区卫生服务范围；住房保障
方面，南宁市将落户城镇的农
业转移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
范畴，加快公共租赁住房投资
建设，鼓励社区街道、工业园
区、企业等建设适合农业转移
人口租赁的公租房。逐步将建
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业转移人
口纳入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
围等；教育方面，保障随迁子女
平等享有受教育的权利。鼓励
和扶持面向农民工随迁子女招
生的民办义务教育学校发展，确保随迁子女按照家庭住
址相对就近原则，在相应城镇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平等接
受义务教育。落实城乡义务教育保障机制和生均公用经
费基准定额实施财政奖补政策等，到 2020 年，符合入学
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比例达 99%以上。

此外，南宁市还将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将与企业建
立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生育保险等社
会保险和城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覆盖范畴。允许
灵活就业的农民工参加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不断完善养老、医疗保
险等跨地区转移接续和城乡衔接办法，推进社会保障卡

“一卡通”建设。到 2020年，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养老保险
覆盖率达到 90%以上，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医疗保险覆盖
率达到 97%以上，社会保障卡覆盖率达到 90%以上。

让农业转移人口享受

﹃
城市待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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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市民毛幸雍在福州市仓山区金山社区 24 小时自动

售药机上购买药品。近日，福建省福州市一些居民社区

出现 24 小时自动售药机。购买者简单操作机器，通过微

信、支付宝等网上支付方式，可购买到近百种常用的乙类

非处方药品。这种自助售药机由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管

局与医药连锁企业合作设立，可满足市民“突发性”或“一

般性”的用药需求。 新华社记者 林善传摄

自动售药机成“便民药箱”

地下管线突发异常，几秒钟内 2 公里外的运行控制
中心便能收集到相关数据并作出警报，同时锁定异常管
道位置。若遇复杂情况，维修人员从入口直接进入地下
管廊进行作业，彻底告别以往挖开路面、断路施工、“开膛
破肚”的抢修方法。

这一幕，即将出现在 2019 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
会园区内。近日，位于北京延庆的 2019 年北京世园会市
政基础设施建设工程正式开工。园区内采用三舱结构、
总长度 3.34 千米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成为亮点。未来，
热力、燃气、给水、再生水、电力、电信管线都将入廊，沿园
区南路等 6 条主要道路设置，形成 1 条主管廊、5 条支管
廊，与周边的地下管线连通配套。

“以往十多根管线在同一路基下直埋敷设，每隔几米
就要设置检查口供人员进出作业。有限的路面宽度不可
避免地出现较多井盖。”北京世园局总体规划部部长许红
说，这一切在园区内将出现改观，“北京世园会的园区南
路上井盖极少，路面风貌及通过舒适性都会大不一样”。

地下综合管廊建成后，不仅将原本各自为战的管线
集中到统一的管廊内统筹管理，有效保障了市政管线的
日常安全管理和应急维修，更在美化园区景观的同时，提
高园区综合承载能力，保障园区设施安全及能源供给。

为保证地下综合管廊工程安全、高效、节约、可靠运
营，北京世园会把智慧化管理引入综合管廊工程。凭借
建筑信息管理、地理信息系统、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技
术，搭建集状态监测、故障报警、快速响应、辅助策略生成
于一体的智慧化运维管理系统平台，实现数据显示三维
化、资产管理信息化、应急响应智能化、运维管理智慧
化。同时，通过节能控制及智能巡检，减少运维管理过程
中的人工参与，降低运维成本。

多种管线集纳一舱

北京世园会将建地下综合管廊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传统商圈一

度式微、举步维艰。大型百货实体店关门

的传闻时有发生，仅 2016 年上半年关闭

的全国大型百货和购物中心就达 41 家。

然而，在百货商场和购物中心身处发展

寒冬之际，长沙的传统商圈却逆势而上，

以消费半径的扩大、消费群体的拓展、商

圈业态的重构、传统文化的注入，重新火

了起来。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

一是升级老商圈打造新业态。相对

于网络购物，传统商圈依然具有难以替

代的优势，其核心是可以为人们提供体

验式消费。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在消费

活动中，不仅要满足自身物质需求，也有

与家庭成员互动及社会交往的需要，而

这恰恰是电子商务无法满足的。长沙商

圈没有固守传统百货业态，而是因势利

导，给传统商圈注入新的内涵，对老商圈

的品牌、运营、业态作出调整。如“五一”

商圈老牌百货商场王府井、友阿春天、平

和堂、新世界百货等纷纷迎合年轻人的

口味，发展体验式消费，构筑集购物、观

光、学习、休闲、娱乐、餐饮及聚会等于一

体的消费业态新模式，提供有别于网络

消费的新服务与新体验。

二是改善老交通激活新人气。一个

商圈兴盛与否，除受商圈经营模式、经营

规模和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之外，交

通条件也至关重要。商圈要在一个相对

集中的区域实现大量的物流、人流、资金

流的聚集交汇，也要能在短时间内实现

人流、物流的分散输出，良好的交通设施

是根本和关键。长沙传统商圈能再造辉

煌，得益于长沙市发展地上、地下、空中

的“立体化”交通。作为消费城市和娱乐

之都，长沙具备较强的吸引外来消费的

能力。交通条件的改善，有效地扩大了

长沙传统商圈的消费半径，全面提高了

流通效率，极大地激发了消费活力。

三是稳定老顾客开发新需求。传统

商圈的自我定位非常重要，千店一面对

消费者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因而实现差

异化发展非常必要，尤其是吸引相对固

定的消费人群尤其重要。长沙商圈在稳

定消费者群体方面，空间分布合理，功

能互补性较强：“五一”商圈因拥有平

和堂、王府井、沃尔玛等大型的商业中

心，成为长沙中高端消费的聚集地；荣

湾镇商圈因为毗邻河西各大高校成为大

学生青睐的消费场所；东塘商圈是南城

消费的聚集地。长沙传统商圈在稳定主

体消费者的同时，也注意对接年轻一代

消费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对高端时尚产

品和服务的需求，扩大在文化、兴趣、

情感表达基础上的柔性制造、个性化设

计，提升消费体验。

四是发掘老文化带动新消费。近年

来，我国传统的节庆活动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给传统商圈的实体店经营者

带来了福音。如长沙火宫殿新春举行的

庙会活动，就吸引了大量的人群聚集，极

大地带动了餐饮、购物、文化消费。太平

街的小吃、黄兴路步行街的购物场所以

及解放路的酒吧等在传统节庆活动期

间，营业额都呈现出爆发式增长。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老商圈为啥又火了
王安忠

青岛市城阳区建设洁净有序城区，治理城市“脏乱堵”——

垃圾箱变成地下小型垃圾中转站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矫 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