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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市

开栏的话 日前，商务

部将南京夫子庙等5条步行

街确认为全国示范步行街，

并选择哈尔滨中央大街等12

条步行街作为第二批试点。

作为城市的名片，各地

的步行街品牌集聚、店铺众

多、资源丰富，该如何顺应

消费升级趋势进一步优化更

新？本版从今天起推出“一

街一景”系列报道，聚焦各

地如何优化步行街环境，完

善设施，增加优质商品供

给，提升文化休闲服务，以

满足居民日益变化的消费

需求。

少拆多改 载体转型 修旧如旧

宽窄巷子:“成都味儿”中带着国际范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畅

一枝独秀不是春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宽窄巷子步行街是成都的根脉所倚和文
化符号。“不到宽窄巷子就算没来过成都”，
也是游客们的默契所在。

如今，网红打卡地又添新景观！日前，
作为国内首个在旧楼改造中嵌入全露天斜向
中庭的美学设计空间——“宽窄匠造所”正
式亮相并举行亮灯仪式。这栋独具特点的建
筑物处在宽窄巷子景区两个主要出入口的中
间地带，是连接市井生活与旅游景区的关键
节点。

自商务部确定将宽窄巷子步行街作为
全国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后，近两年
来宽窄巷子以打造品质、品牌、品位，历
史有根、文化有脉、商业有魂、经营有
道、品牌有名的“三品”“五有”特色商业
街总体思路，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谋
划，积极推进街区改造提升和重点项目
建设。

打造智慧型街区

“我这5年几乎年年都要到成都出差，
每次都会抽一天，趁早上8点左右游客不多
的时候到宽窄巷子转转。一年又一年，这里
竟然给我一种‘女大十八变’的感觉，五官
越来越清晰，略施粉黛，格外动人。”说起
宽窄巷子的变化，在深圳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的王旭形容得很贴切。

近两年来，宽窄巷子按照“少拆多改，
载体转型，修旧如旧”的原则做优街区景观
风貌。街区共修复核心区院落50个，改造
提升临街店铺128家，新引入文创融合型商
户30余家，新增步行街长度1280米。

王旭说，那些有老成都特色的店铺，比
如采耳、盖碗茶、吹糖人等还继续保留着，
而三联24小时书店，鹪鹩民宿等一批现代

感十足的店铺也逐渐多了起来，既有“成都
味儿”又有“国际范儿”。

让宽窄巷子变得更“时髦”的，也离
不开5G技术的助力。从“宽窄巷子最成
都”公众号进入“全景宽窄”即可伴随悠
扬的乐曲声实现 VR 全景漫游。此外，
2019年 11月，成都文旅集团与美团签署
战略合作协议。按照协议，双方将引入智
能硬件、大数据、AR、云计算、人工智能
等技术，实现宽窄巷子全面数字化改造提
升，将其打造为“全场景引流+新消费体
验+智慧化管理”三位一体的全国特色商
业步行街典范。

成都市商务局《成都宽窄巷子自评报
告》显示，在两年多改造提升过程中，成都
先后编制完成36个专项规划和专题研究报
告，涵盖街区文化遗产保护、景观风貌改
造、业态优化提升、5G示范街区等方面，
探索出历史文化传承与现代商业文明跨界融
合的步行街改造提升模式。

增强文化底蕴

走在宽窄巷子的石板路上，阳光透过梧
桐树叶洒向地面，“快来喝杯盖碗茶，还有
川剧表演……”商家的吆喝声让人忍不住驻
足一探究竟。宽窄巷子不管怎么变，不变的
是成都安逸、休闲的生活情怀。随着少城大
市集、宽窄匠造所、将军衙门等还原老成都
生活场景地标的逐一打造，宽窄巷子的文化
底蕴越来越浓。

“每一条巷子都有符合自身特色和定位
的消费场景。”位于宽巷子29号的金熊猫餐
厅主理人曾秋敏对这里十分熟悉。到宽巷子
可以品盖碗茶，吃正宗川菜，体验老成都的
风土人情和休闲生活；窄巷子里西餐、咖
啡、会所居多，找一家合眼缘的店，可以安
静坐一下午；井巷子里民俗文化氛围十分浓
厚，住了许多“原住民”，饱含成都市井生
活气息。

宽窄巷子步行街已成为最具成都文化
风味的城市名片，并直接辐射带动以此为

圆心2.5公里半径内的青羊宫、杜甫草堂、
金沙遗址、文殊坊等集成了成都3000年璀
璨文化精髓的人文生态景区，人气和消费
圈充分体现了宽窄巷子的引领作用和溢出
效应。

2019年，宽窄巷子片区游客量达4000
万人次，同比增长32%；营业总额达12亿
元，同比增长42%，综合效益明显提升。

共治共享升级老街区

经过改造提升的宽窄巷子焕发出全新的
发展活力：街区空间得到拓展、重点项目初
步呈现、环境风貌持续优化、商业品质显著
提升、文化特色愈加彰显、人气商气明显
提升。

“每一家商户都有专属的院落管家，他们
随叫随到，帮我们出谋划策、解决问题。”曾秋
敏说，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企稳向好后恢
复营业的阶段，院落管家帮忙落实防疫举措，
协调物资运输，服务十分到位。

2月26日，宽窄巷子景点启动恢复程
序，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街区率
先有序推进旅游服务业企业开门迎客。期
间，宽窄巷子联合中国电信、京东、携程等
合作伙伴推出了“焕新成都”文旅品牌营销
主题活动，发布新消费福利打卡地图、评选
夜景经济示范场景，用政府搭台、企业参与
的互动方式带动旅游市场回暖复苏，按下找
回成都烟火气息的“加速键”。

此外，为了更好地解决商户和居民间的
矛盾纠纷，宽窄巷子还搭建了协商平台，建
立了长效机制，大力推动街区“商居联盟”
建设，制定了《特色街区自治公约》和例会
制度，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
局面。

荣获首批“全国示范步行街”称号，不
是创建的终点，而是步行街建设新的起点。
成都市抓住宽窄巷子步行街改造提升契机，
启动了13.6平方公里的“天府锦城——八
街九坊十景”老城区更新优化工程，一批新
的步行街区将逐一呈现。

哪座城市最吸引人才？近日，看到一组
数据。原来，对人口产生巨大吸引力的城市
主要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和杭州湾大湾区以及
长江经济带上。

数据证明，当前全国人口的大趋势仍然
是往长三角和珠三角集中，流向没有变，只
是流入目标地更加聚焦。2019 年，浙江和
广东两省就占了全国人口净流入量的70%，
而杭州和宁波两座城市又吸纳了全省90%的
净流入人口，深圳、广州和佛山也吸纳了广
东省大部分净流入人口。净流入的人口中非
农民工迅速增长。

人才用脚对城市的比拼进行投票。京津
冀城市群的吸引力如何？在2019 年主要城
市常住人口增量的排行榜上，前10名中珠
三角占据3席 （深圳、广州、佛山），长三
角占据2席 （杭州、宁波），成渝经济圈占
据 2 席 （成都、重庆）。在京津冀城市群
中，石家庄排第16位，天津排第23位，北
京排第26位。石家庄比较亮眼，北京对人
才的吸引力依然巨大。从2019 年主要城市

地区生产总值分布看，地区生产总值总量在
6000亿元至3万亿元区间内，珠三角占据4
席，长三角占据10席。京津冀只占据3席：
北京、天津、唐山。从人口流入和经济总量
的动态变化可以发现，长三角众星闪烁、珠
三角深圳广州双雄并立，京津冀中则是北京
一枝独秀。

相对于京津冀地区的其他城市而言，北
京的发展态势可谓遥遥领先、一骑绝尘。北
京不仅对资本和人才等传统生产要素有着巨
大的吸引力，今年上半年北京金融机构本外
币存款余额达18.33万亿元，汇聚资金总量
在全国城市中名列第一，超过上海。未来，
北京在高质量发展中也毫不逊色，北京拥有
全国40%以上的领先企业。2019年全国大型
数据中心分布，北京占比10%，河北占比才
3%。在人工智能企业的分布上，北京排在
全国第一位，占比高达42.5%，具有绝对优
势。这样活力四射的北京，如何辐射和带动
周边其他城市的发展？周边其他城市又如何
与北京形成更加良好的互动和协作，需要认

真思考和实践。
值得欣喜的是，河北雄安新区一日千里

的变化，正改变着京津冀地区北京一枝独秀
的发展格局。作为承接非首都功能疏解服务
平台，今年上半年，雄安新区本级新设企业
599户，其中北京投资来源企业593户。正
在热火朝天建设的雄安商务服务中心，肩负
着承接首批疏解而来的北京非首都功能单
位，满足其中长期进驻新区的居住、办公、
商务活动等需求的使命。8月17日，京雄城
际铁路实现全线轨道贯通，预计年底全线开
通运营。智能交通加快了北京与其他地区的
协同发展。

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交通状况改
善很大，极大便利了城市间的人流、物
流，京津冀地区的科技教育、人才、制造
业基础也不弱，使得软环境的改善日益重
要。面对其他城市群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
的趋势，大力推进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水
平和服务能力，通过实现良好的营商环
境、市场的畅通无阻，向高起点高质量的

一体化迈进，是京津冀城市群面临的共同
挑战。

真正把营商环境做好并非易事。和长
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地区一
些城市的营商环境仍然不尽人意。比如，
紧邻北京的一座城市着手布局数字产业，
下大力气宣传，声势逼人，把一些央企纷
纷吸引到位，但项目的投资额和占地面积
作为政绩统计完之后，就没人继续跟进
了，承诺的通电无法保障，数据中心一撂
就两年。这样的营商环境，即使紧挨着北
京，也会失去机遇。

区域一体化的实质是促进生产要素按照
市场规律自由流动，分工协作形成集聚规模
效应。因此，打破行政藩篱，发挥市场主导
作用十分重要。北京不仅在区域市场一体化
中发挥龙头作用，更应在实现京津冀区域公
共服务便利共享方面大有可为，公共服务的
便利共享依赖于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与
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支撑，北京的
创新力将不负众望。

位于长城脚下的北京市延
庆区石光长城精品民宿，前不
久作为首个“长城人家”正式
揭牌。目前延庆区开业精品民
宿有100处，民宿小院有319
个，实现全区15乡镇均有开
业民宿的全域布局。其中在
2019 北京世园会举办期间，
成功培育 200余家“世园人
家”精品民宿。

据延庆区文旅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延庆区今年将围绕八
达岭长城、九眼楼长城等长城
文化区域，有序培育 100家

“长城人家”。“长城人家”是
融入长城文化、长城元素的主
题民宿，旨在加强文物保护为
先，深入挖掘长城文化，讲好
长城故事，为游客提供长城脚
下的生活体验和度假方式。在
冬奥会举办前，延庆区精品民
宿将按照不同区域和产品特
色，培育形成100家“冬奥人
家”。

近年来，延庆区民宿发
展依托联席会议制度、出台
北京市首个民宿产业专项奖
励政策、成立北方地区首个
政府主导的民宿学院、培育
北方地区首个民宿集群——
合宿·延庆姚官岭，以及出
台政策撬动金融市场杠杆，吸引投资19亿元。民宿发展
的富民惠民效果显著，切实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转化路径之一。

延庆区发展形成“奇迹长城”“缤纷世园”“激情
冰雪”“生态画廊”“红色故里”五大精品民宿集聚
区。到2022年打造100个民宿村、500个精品民宿小
院、5000张高端床位，实现从高体量到高质量的全面
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为抢抓市场机遇，坚持政府引导、
市场主导，延庆区文旅局出台《民宿销售平台分级奖励
政策》，鼓励引导OTA平台和分销机构加大延庆民宿销
售力度，为游客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民宿度假游产
品，让游客能够便捷的购买产品，享受长城脚下的生活
方式，推动延庆民宿经济发展。

延庆区有关负责人说，此次“长城人家”揭牌也标
志着“清凉一夏·畅游延庆”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以“宿在延庆”为主题，夜跑世园、夜游长城、夜览龙
庆峡等“夜游延庆”新玩法为广大游客奉上了全新的文
旅大餐，游客可以享受到高品位、深层次的旅游休闲度
假产品。

下一步，延庆将推动多业联动融合发展，丰富民宿
文化内涵，在民宿推广移动式、定制化非遗体验活动，
开发乡村深度体验游项目，以长城文化带建设为契机，
建设长城民宿集群，打造有故事、有体验、有品位、有
乡愁的民宿新业态，让乡村民宿成为延庆优质旅游资源
的展示平台、国内外游客深入了解延庆乡土文化和地域
特色的重要窗口、助推乡村振兴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桥
梁纽带。

有
故
事

有
体
验

有
品
位

有
乡
愁

长
城
脚
下
有
个
民
宿
群

本
报
记
者

李
佳
霖

浙江德清：

美丽河湖 宜居宜业

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一景。 李 冬摄

游客在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参观游览。 张青青摄

浙江省德清县武康街道余英溪，保洁员正在打捞水中
杂物。

近年来，德清县全面落实河道保洁长效机制，对全县大
大小小1211条河湖实行“日巡日清”工作模式，人居环境得
到明显改善，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大幅提升。

王 正摄（中经视觉）

□ 心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