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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
步行街改造提升 靓 城市
小切口 大成效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为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的
步行街，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商务部今年 1 月发布了《商务部关于开
展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工作的通知》，致力
于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补齐发展短板，优
化消费环境。目前，
《通知》发出 4 月有余，
涵盖了 4 个直辖市和 7 个区域中心城市的
首批步行街改造试点提升工作已取得阶段
性成效。
日前，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西安出
席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时
表示，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是党中央、国
务院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一轮
对外开放、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
部署，是一项具有“小切口、大成效”特点的
重要工作。
王炳南强调，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是一
项系统工程，工作难度很大，任务十分艰
巨。商务部党组高度重视，多次组织专题研
究，谋划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顶层设计，确
定了一个总体目标和六大重点任务，为全面
推进这项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
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 5 月 8 日发布的
第 5 期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简报对首批 11
条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进行了阶段性总
结。各地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亮点纷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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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商务部获悉，
“五
一”小长假期间，商务部发布的 11 条高品
位步行街试点代表客流量、营业额增长明
显。11 条试点步行街客流量总计 1723.4
万人次，按可比口径（平均到单日）同比增
长 19%，实现营业额 25.1 亿元，同比增长
28%，数据表明步行街在吸引人气的同
时，将人流变为商流的能力也在提高。
其中，上海南京路、南京夫子庙、北京
王府井客流量分别为 285 万人次、181 万
人次和 151 万人次，在当地热门地点中均
排名第一。上海南京路、沈阳中街、杭州
湖滨、成都宽窄巷子等多条步行街营业额
增长幅度远超客流量。

客流营业额双增长

试点步行街：
“五一”人流变商流
在取得双增长的同时，试点步行街营
造的良好氛围已初步形成。自商务部启
动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以来，各地领导高
度重视，多次到步行街调研和指导工作，
当地主流媒体也纷纷加大报道力度，关注
度不断提高。随着改造提升重点项目的
陆续落地，微博、微信、抖音平台上的“步
行街爆款”频现，知名度和热度高涨，步行
街改造提升的良好氛围已初步形成，步行
街已成为人们“五一”小长假出行目的地
的重要选择。
“五一”期间，各试点步行街组织了形
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吸引人气的同时带动
了消费提升。如天津金街举办“金街文化
艺术节”
“ 走出故宫·走进劝业”老字号文
化展、
“ 春暖花开·喵生自在”春季主题展
等 9 场大型活动；沈阳中街联合街区各大
商家，推出了 35 个主题、51 项具体内容的
一系列促消费举措，各具特色的消费盛宴
为消费者提供了丰富的购物休闲体验；宽
窄巷子则开启“茶文化月”系列活动，推广
茶文化，带动茶消费。
此外，各试点步行街在加快提升步行
街硬件的同时，将优化商业软环境作为重
点工作同步推进，采取各项措施，为消费
者提供便利的服务、构建安全的购物环
境。
“ 五一”期间，上海南京路安排武警排
成人墙组成活动闸门，保障人群安全过马
路；南京夫子庙所辖 200 多名城管、保洁
人员全员上岗，24 小时值班，严格落实“5
分钟保洁法”
“ 门前三包”等制度，加强监
管和执法，保障游客舒适体验。（曲晓丽）

建绿色发展典范、致力智能化提升、与茶文
化等传统文化融合、打造国际时尚范儿等，
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据简报所述，在建设绿色发展典范方
面，4 月底，天津金街改造提升重点工程之
一的“步行+公交”慢行交通系统建设一期
工程基本完成。该工程投入 0.89 亿元资
金，按照
“海绵城市”
设计理念对滨江道及周
边 8 条交叉道路逾 9 万平方米进行改造，新
建雨水花园 165 个，种植国槐、白腊、金叶槐
等 400 余株，安装了休闲座椅、街景照明、雕
塑等。下一步，天津市还将投入 1.89 亿元
实施二期工程，
努力打造
“海绵街区”
。
在致力智能化提升方面，广州市北京路
步行街与阿里巴巴集团进行对接，拟在智能
设备铺设、小程序应用、可视化大屏管理、新
零售业态引入等方面共同推进北京路智慧
街区建设。首期引入无感停车、扫脸支付等
应用，促进线上线下流量共享，不断增强信
息发布、文旅宣传和精准分析决策能力，促
进消费升级。
在与传统文化融合方面，成都宽窄巷
子举办的第九届“宽窄茶会”上再现了“曲
水流觞”诗酒茶会雅事，以茶为媒，将传统
茶文化与时尚新元素结合，同期，宽窄商家
也推出了书香茶会、茶艺表演、茶文化知识
沙龙、茶品优惠等一系列活动。福州市则
在读书文化艺文月活动上，通过在三坊七

巷举办闽剧文化艺术周、坊巷悦读家·朗读
书会、品味经典鲁迅展、绮丽通草画展、创
意市集等活动，向市民和游客发出“来古
街，逛坊巷，赏春光，品艺术”的邀请，展现
古老坊巷的时代芳华。
在打造国际时尚范儿方面，青岛市积极
谋求步行街改造提升与当前城市发展的契
合点，结合国际时尚城市建设，力争在三年
内，通过对 15 条步行街、15 条特色美食街
的改造提升，带动全市形成布局合理、层次
清晰、功能完善、优质高效、特色凸显的“活
力时尚街区”
发展体系。
此外，各地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也在紧
锣密鼓地进行着。4 月，北京市召开了市政
府专题会，原则同意王府井步行街北延交通
导改方案；上海市首位“夜间区长”、首批由
南京路沿街企业负责人等组成的
“夜生活首
席执行官”亮相，旨在打造国际范、上海味、
时尚潮的夜生活集聚区，推动上海夜间经济
繁荣发展；
哈尔滨市道里区政府已初步制定
形成业态升级扶持办法和街区管委会机构
设置方案；
郑州市德化街改造提升工作方案
及总览图已完成初稿，街区有 20 栋单体建
筑开始形态改造；
昆明市启动南屏步行街改
造提升工作，将翠湖、讲武堂等历史文化元
素与恒隆广场等现代商业元素相融合，体现
街区的优势与特色，力争将南屏步行街纳入
商务部改造提升试点。

大唐不夜城
为西安递出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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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旅游平台消费藏猫腻
■ 本报记者 阎密
作为消费者出行的主要渠道，
在线旅
游平台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的便利服
务，但订单退改难、高额手续费等消费问
题也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度假的好心
情。
“五一”小长假后，电子商务消费纠纷
调节平台发布报告显示，
在线旅游平台仍
是消费投诉
“重灾区”
。
该平台显示，
“五一”
旅游消费投诉主
要涉及十大问题：
默认搭售、霸王条款、大
数据
“杀熟”
、订单退改难、虚假宣传、低价
陷阱、高额手续费、发票难开具、旅游意外
赔偿难、旅游途中强制消费。

手续费收取存乱象
宾女士在某在线旅游平台上购买新
某航空公司从北京飞往圣彼得堡的机票，
后因故要求退票。在此之前，
她曾咨询过
该航空公司的客服，并确定退票费为 30
欧元，折合人民币不到 250 元。虽然该平
台官方 APP 宣称退票费以航空公司的规
定为准，但对于宾女士的要求，平台却坚
持要收 850 元的退票费。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河北
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勇认
为，
退票费实质是违约金。但过高的退票
费违背了公平交易的原则，
实际损害了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而针对机票的退票费问题，刘勇建
议，民航总局应抓紧制定相关规范性文
件，对航空公司、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收
取退票费划定一条红线，
避免高额退票费
成为航空公司、互联网机票销售平台牟取
暴利的途径。

虚假宣传引纠纷不断
“五一”
期间，
一些消费者通过在线旅
游平台预订酒店，
而在到达目的地后却大
失所望，自己所入住的房间与所订不符。
还有消费者表示下单成功后被告知房间
已满订单被取消。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用户投
诉案例库提供的案例显示，
胡女士在某知
名在线旅游平台预订日本某酒店的皇后
大床房，
入住当天酒店告知预订的并非是
皇后大床房，只能调剂为最普通的大床
房，
该平台客服表示是他们预定错误而且
酒店无房，
无法修改。而姜女士在某在线
旅游平台公众号下单预订了客房度假，
并
电话确定预订日期有房才下单，
后来却被
通知订单取消，
原因是该平台没有和商家
签署当天的销售协议，
而且页面也没有显
示预订那天不能使用。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法律权益部分析
师姚建芳表示，
《电子商务法》第十七条明
确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
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消费者在
购买在线旅游产品时，
对于一些超低价旅
游线路最好仔细鉴别具体的服务项目以
及额外要求。

专家支招避免“入坑”
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提醒消
费者，如果旅游网站上有“我已阅读并同
意以上协议条款”的弹框，一定要点开仔
细看一看条款内容再选择是否打钩。下
单成功要保留证据，
下单后留好预订时的
截图、截屏。
在遇到服务质量纠纷、消费猫腻等问
题，
可以依照签订的合同及有关约定与平
台进行沟通；向当地旅游管理部门、工商
等监管部门投诉，向消费者权益保护协
会、电子商务消费纠纷调解平台求助，还
可以向媒体爆料，
通过舆论力量维权。
旅游达人孟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从她的经验来看，
在线旅游平台的
供应商鱼龙混杂，
消费者应尽量在航空公
司或酒店的官网预订行程和住宿。选择旅
游产品尽量选择平台自营或者知名供应商
提供的产品。
“机票退改不同的供应商具体
说明都不一样，
有的不支持退改，
有的退改
收1000 元，
有的收300 元。消费者在预订
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清楚条款。
”

■ 本报记者 王旭光

系，可实时掌握街区客流数量、停留时长、
客源地信息等大数据，
实现智慧管理。
日前，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在西安出
此外，在街区建设管理方面，大唐不
席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现场推进会
夜城积极探索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开发
时要求，首批试点步行街要发挥先行先试
模式，由曲江新区管委会成立大唐不夜城
的带动作用，为全国步行街改造提升树立
管理办公室作为街区管理单位，统筹活动
标杆。在推进会举办地西安的“大唐不夜
策划、商业布局等工作，实现街区市容、保
城”已然成为步行街改造提升的标杆之
洁、市政的统一管理，确保管理标准规范
一，
成为一张西安的亮丽名片。
一致。同时，街区内商业物业资源统一整
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位于西安市曲江
合和业态更新这一体制创新，成功破解了
全域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紧邻大雁塔、
传统商业街区物业分散、多头管理，难以
大唐芙蓉园，南北长 2100 米，东西宽 500
形成合力的难题，为商业品质和管理标准
米，于 2009 年 9 月 28 日建成运营。按照
升级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建设有中国特色、地方特点、国际水平步
据悉，下一步，西安市将围绕“四个突
行街的总体要求，以国际化、人文化、特色
出”推进步行街改造更上一层楼。首先，
化为目标，规划形成了大唐不夜城步行街
突出规划引领，进一步优化完善“1+3”规
“一轴·两市·三核·四区·五内街”的总体
划方案。学习国内外先进经验，聘请国际
布局。
一流团队，进一步完善优化大唐不夜城步
作为西安的一张亮丽名片，大唐不夜
行街的总体规划和街区环境、业态布局、
城步行街的主要做法及成效很值得借
交通网络三个子规划，做好顶层规划设
鉴。在坚持文商旅融合发展有效提升街
计，做到既符合街区实际又彰显西安特
区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融入国际一流智
色，
而且更符合国际标准。
慧街区、有效发挥政府和市场“两只手”
作
其次，突出文旅核心，打造特色鲜明
用等方面都很有建树。
商业步行街典范。文化旅游是大唐不夜
随着连续两年成功举办的“西安年·
城步行街最大的优势和特色。街区将进
最中国”活动，大唐不夜城地区已成为全
一步充分发挥“西安年·最中国”
这个超级
国著名的网红街区和国际时尚新地标。 IP 释放的新势能，依托举办国际时尚周
2019 年春节，在为期 66 天的“西安年·最
等活动，通过中国技艺、中国味道、中国雅
中国”活动期间，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共接
逸、中国智造、中国节日五大载体和“唐风
待市民游客近 1700 万人，元宵节当日客
建筑+现代商业+时尚活动”的模式，打造
流突破 80 万人次。同时，引进国际一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旅交流的国际窗
团队创排《再回大雁塔》
《再回长安》两大
口，
助力西安丝路文化高地建设。
常态驻场演出，并连续举办西商大会、丝
再次，突出业态创新，将人气新势能
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国际模特大赛等时尚
转化为商气新动能。以高品质、多业态、
文化活动。2018 年 12 月 16 日，中粮·大
时尚化为定位，大唐不夜城计划新增高品
悦城开业首日，商场人流突破 26 万人。 位商业面积 18 万平方米，引进品牌商户
目前，大唐不夜城步行街已成为集购物、
237 家，融入文化创意、老字号餐饮及新
餐饮、文娱、旅游于一体的超高人气步行
零售等精致生活业态，满足市民游客全方
街和 80 后、90 后年轻时尚消费人群的打
位消费升级需求。
卡胜地。
最后，突出“绣花”功夫，打造步行商
业街区精细化管理典范。加紧制定《大唐
同时，提升改造后的大唐不夜城成为
全国首个刷脸支付商圈；设置 374 组智能
不夜城步行街管理标准》，涵盖保洁管理、
工程绿化等五大类 34 小项工作执行标
化集成杆，实现全街免费 WIFI 覆盖、一
键紧急呼叫；利用 GPS 和蓝牙信号对游
准，使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更有温度、更具
品质、更富魅力，成为西安“来了不想走、
客进行定位和路径规划，通过手机提供街
走了还想来”
的标杆街区。
区文字音频介绍；建立街区客流监控体

本地派送服务的蛋糕要怎么切？
■ 本报记者 李子晨
近年来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呈现逐
年稳定上升的趋势，2018 年达到 260 万
亿元左右，物流需求增强，作为提供城
市中两个地点之间物流配送服务的同
城货运（也称本地派送）应运而生。与
快递公司的业务侧重点不同，同城配送
讲究速度快、距离短以及最大化地提升
配送效率。
速途研究院日前发布 2019 年第一季
度国内同城货运行业研究报告指出，
目前
我国同城货运的市场规模已经是快递市
场的 2～3 倍，市场前景十分广阔，预计未
来 4～5 年内同城货运市场规模会继续保
持稳定增长，
但增速会逐渐回落。

资本不断入局
数据显示，
近年来同城货运行业处于
稳定增长态势，2017 年同城货运市场规
模达到 1.1 万亿元。随着物流行业的不
断发展，预计 2019 年同城货运市场规模
将达到 1.32 亿元，2020 年将突破 1.4 万亿
元。
同城货运行业发展迅速，
融资金额庞
大，
在移动互联网带动下也出现了许多非
常有前景的项目。2017 年 2 月，云鸟配
送完成 D 轮 1 亿美元的融资，货拉拉在
2017 年 10 月完成 C 轮 1 亿美元的融资，
唯捷城配在 2018 年 6 月完成 1.16 亿元人
民币的 B 轮融资，快狗打车在 2018 年 7
月完成 A 轮融资，其融资金额达 2.5 亿美
元，搬运帮则在 2018 年 9 月获得 Pre-A
轮 5000 万元人民币的融资。
资本的不断入局也让本地配送服务
更加多元。如 2014 年进入大陆市场的货
拉拉，其服务范围已经覆盖一百多座城
市。旗下有多种车型，
根据运送货物的不
同可以选择不同的车型，
满足了多种不同
类型货物的需要。搬运帮则是以搬家和
货运为主要业务的平台，
通过平台的集中
管理解决搬运迟到、乱收费、服务差等问

题，能够让用户更加快速、安全地享受搬
运服务。
从面向的客端来看，
当前本地派送主
要有面向 B 端和 C 端两种模式，B 端的客
户类型主要是中大型客户，
客户需求有严
密的计划性，有严格的风控标准，配送模
式是一点对多点，有着稳定的规模化运
力。C 端的客户类型主要是个人消费者
和小型 B 端客户，客户需求属于偶发性需
求，
不存在计划性。业务主要是点对点模
式，
运力呈现碎片化的特点。

搬家服务比重日益增长
根据速途研究院的报告，
在同城货运
用户年龄的分布上，
超过一半以上的用户
年龄在 25～34 岁之间，有 12.2%的用户
处于 18～24 岁之间，9.7%的用户在 18 岁
以 下 ，35 岁 及 以 上 的 用 户 只 有 22.7% 。
可见，
新消费群体是同城货运市场的消费
主力军。而在性别比例上，
同城货运用户
男性达到了近八成左右，
女性占比只有两
成左右。
在用户使用目的上，据统计，2019 年
第一季度有 63.8%的用户使用同城配送
用于大件商品配送，46.6%的用户使用平
台进行小件物品配送，而 33.55%的用户
使用了同城搬家服务，
相比传统搬家公司
的服务，同城货运的搬家服务更加高效、
简洁、方便，由此这一块业务的比重也在
日益增长。
速途研究院分析师认为，同城货运
业务非常广泛，有效地填补了 B2B 货运
物流和电商物流之间的空白，给 C 端用
户带来了多种选择的服务方式。但这一
行业目前仍存痛点，如行业准入门槛非
常低，只要具备车和司机，各种公司都可
以进行业试水，造成行业内私营业主太
多，行业比较分散。同时，各平台更需要
精细化运营，解决货运等业务消费频次
低、空载率高的问题。另外，行业价格标
准化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难以提供
标准化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