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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河东区老门口夜市开街
当天客流量达 5.4 万人次，实现销售额近 400 万元
□ 本报记者 刘晓 通讯员 李睿
近日，作为天津市重点打造的河东区老门
口夜市开街，天津市副市长金湘军、市政府副
秘书长张嘉华现场调研夜市运营情况，天津商
务局局长张爱国、河东区委书记李建成、区委
副书记、区长田金萍陪同考察。
金湘军一行来到夜市现场，先后走进曾氏
华服、二嫂子煎饼果子、杨柳青年画等老字号
商户，与现场制作人员亲切交流，询问老字号
传承发展情况；深入石头剪子布、杨一手烤猪
蹄、膳梨堂、甜蜜转身等网红小吃店铺，查看油
烟排放、食品卫生、污水收集等配套保障设施，
与前来消费的市民群众热情沟通，听取大家对
夜市发展的建议。夜市开设了哏都青年相声
剧场，看到演出现场热闹场景，金湘军嘱咐有
关部门发展夜间经济要注重商旅文融合发展，
大力弘扬天津传统文化，举办老百姓喜闻乐见

的文艺演出活动。金湘军还慰问了现场执勤
的公安、市场监管、环境卫生等一线工作人员，
对大家辛苦付出保障夜市开街运营表示感谢，
同时要求市区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夜市配
套，加强市场处运营，引导夜市持续繁荣发展，
打造天津夜间经济发展靓丽名片。
河东区老门口夜市位于爱琴海购物公园
负一层，今年以来，为认真落实市政府和河东
区关于加快推进夜间经济发展有关要求，爱琴
海对负一层原有设施装饰进行重装，经过 5 个
月的改造，总投资近 1800 万元，街区总长度
300 米，占地面积 2 万平方米，成为天津夜间经
济发展的一大亮点。
一是街区业态丰富。各类商户共 160 家，
其中餐饮占比 50%，包含炸串、烧烤、炸鸡、鸭
货、啤酒及多种各地特色小吃，服装百货等占
比 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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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夜市主题突出。延续传统夜市“场
景体验”概念，主打怀旧风格，实景还原七八
十年代天津老胡同场景，将“记忆中的天津”
完整搬进室内。引进具备天津传统特色的画
糖画、捏面人、龙嘴大铜壶、熟梨糕、二斗栗
子、二嫂子煎饼果子等餐饮品牌，以及相声茶
馆、套圈、折纸、扎气球及画娃娃等传统夜市
娱乐项目。
三是坚持商旅文融合发展。街区装修风
格别致，老胡同主题突出，将天津曲艺文化、古
典文化、民俗文化等与现代商业进行有效融
合，在公共休息区域不限时播放老电影、相声
曲艺，制作精美夜市贺卡，使其成为天津市民
怀旧休闲好去处，外地游客体验津门文化的必
到
“打卡”
景点。
四是创新商业综合体发展模式。针对商
业综合体负一层租金低、招商难等问题，爱琴
还通过打造特色情景式夜市，有效吸引客流，

盘活负一层商业，探索与商场内正餐企业形成
有效互动，经营时间不受季节和天气的影响，
带动商场整体发展，形成天津传统商场、新型
商业综合体转型升级、发展夜间经济的可推广
经验。
河东区委、区政府对发展夜间经济高度重
视，各部门对老门口夜市给予大力支持，从方
案设计到现场施工、招商开业，仅用了三个多
月时间。虽然开街当晚遇到阴雨天气，但市民
群众的热情丝毫不减，现场火爆，河东区各部
门紧密配合，
保障了夜市的成功运营。
夜市开街当天人气火爆，客流量达 5.4 万
人次，实现销售额近 400 万元，周日雨过天晴，
全天夜市客流量达 8.9 万人次，销售额超过
550 万。夜市带动作用明显，负一层的果疏好
超市配合夜市延长经营时间，周末两天营业额
达 55 万元，是平时的两倍，商场内各大餐饮、
服装商户营业额也均有一定增长。

2019 中津防务车辆装备展在津举办
本报讯 日前，2019 中津防务车辆装备
展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东侧展场开
幕。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及天津市副市
长金湘军，天津商务局、市工信局、津南区、
中国兵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集团北方
工业公司、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中国贸促
会汽车行业分会等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了相
关活动。
本次展会设有约 1.5 万平方米的静态
展区和约 4 万平方米的防务车辆实景动态
演示区。动态演示区充分利用国家会展中
心（天津）项目还在建设中的场地条件，模
拟修建了多种复杂地形，每天上下午各有
一场精彩的轮式装甲车、坦克等车型的动

态科目演练展示，这在国内同类展览中尚
属首次。参加演示的各式车辆 11 台，每场
动态表演约 30 分钟，由东风公司、辽宁保利
特种车、武汉枭龙公司的越野车、坦克等进
行动态科目演练展示，含双侧纵侧坡、起伏
路、涉水池、阶梯坡道、卵石路等，再现狼烟
漫卷，战旗猎猎的沙场点兵盛景；北汽警用
车、东风武警车、春风警用全地形车、北极
猫警用全地形车、加顺消防车展现警车围
追堵截、抓捕纵火劫车匪徒及现场处置火
情的精彩表演。
本届展览会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
限责任公司、天津市国防科技工业协会共同
主办，铁鹰特种车（天津）有限公司、中津防

务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联合承办，中国兵工
学会、中国汽车工程学会越野车分会、中国
惯性技术学会等多家行业协会积极支持。
展品涵盖军用车辆装备的产品与技术、警用
车辆和相关装备、
“一带一路”安保车辆及相
关装备、紧急救援车辆和相关装备等。参展
企业包括中国兵装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
集团北方工业公司、东风汽车、新兴重工、北
汽越野车、中国重汽集团、武汉高德红外、辽
宁保利、中电科 53 所、枭龙、春风、艾康尼
克、勇达行等，并特设平行进口车专区、新能
源车辆专区、无人车专区。
展会期间举办“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对防
务车辆创新发展的需求”主论坛和“2019 惯

性技术与地面运动载体”
“智能车辆、无人车
技术发展路径”为主题的两场分论坛。论坛
邀请到多位行业专家进行主题报告，同时设
置高峰座谈、观众互动等多个环节，吸引了
各大军事院校、各军工企业、有关协会等众
多专业观众到场学习交流，成功地搭建了行
业学术交流平台。展会还与津南区政府联
合组织“津南之夜暨中津防务车辆装备展开
幕交流会”
活动。
本次展会吸引观众超过 25000 人，公众
开放日还结合防务车辆系列化展示介绍相
关国防知识，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平台，激发
参展观众的国家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刘晓 李睿）

天津自贸试验区
五家企业获首批
二手车出口资质
本报讯 记者刘晓 通讯员
王磊报道 日前，经商务部备案，
一汽国际贸易（天津）有限公司、
常有好车（天津）汽车进出口有
限公司、中进汽贸（天津）进口汽
车贸易有限公司、广汇国际汽车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中北汽车产
业有限公司等五家天津自贸试
验区企业获得首批二手车出口
资质。
今年 4 月底，商务部、公安
部、海关总署发布《关于支持在
条件成熟地区开展二手车出口
业 务 的 通 知》，天 津 与 北 京、上
海、浙江台州、山东济宁、广东、
四川成都、陕西西安、青岛、厦门
等 10 省市成为我国首批开展二
手车出口业务地区。为做好二
手车出口企业甄选工作，天津商
务局会同滨海新区人民政府率
先发布申报通知，明确天津二手
车出口企业准入条件、申报材料
及评审流程。申报企业经天津
自贸试验区三个片区管委会属
地初审、推荐，滨海新区组织专
家评审，征求海关、税务、外汇、
市场监管等部门合法经营信用
记录基础上，进行了社会公示，
并于近期向商务部报备本市二
手车出口企业名单。
下一步，天津将制定出台二
手 车 出 口 管 理 暂 行 办 法 ，按 照
《天津市二手车出口工作方案》
积极稳妥组织开展出口试单工
作 ，研 究 制 定 相 关 配 套 政 策 措
施，充分发挥市二手车出口联席
会议工作机制，持续优化二手车
出口流程，确保天津二手车出口
工作有序推进。

把握电商时代物流行业发展新趋势
□ 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委会
欧阳俊
十 几 年 前 ，电 子 商 务 刚 刚 起
步，一些眼光超前的学者就大胆预
测，全球物流行业将因此爆发一场
革命。但是，即使这些专家也没有
预见到这场革命来得如此之快，来
得如此凶猛、彻底。2019 年 5 月，
SJ Consulting 咨询集团发布最新
全球 50 强物流企业排行榜，亚马
逊公司依靠其电子商务的优势上
榜，成为物流行业的新龙头。物流
行业正在全面进入电商时代，必须
把握发展新趋势，才能在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物流行业市场集中度
将不断提升
据有关机构测算，2018 年全球物流
总支出超过 8 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 GDP
的十分之一，市场规模巨大。但与其他巨
型市场行业不同的是，物流行业长期以来
一直处于高度碎片化的状态，2017 年排
名前四位的企业占第三方物流市场总份
额仅 10%左右。全球物流市场因运输方
式差异而被分割，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
空运输和水路运输都有自己的领军企业，
横跨四个细分市场的企业较为罕见。全
球物流市场还因为地理位置和政府管制
而呈现明显本土化特征，北美、欧洲和亚
太地区都各有自己区域内的主要玩家。
更重要的是，无论 DHL、FedEX 还是其他
行业巨头都需要依靠当地物流企业提供
服务。此外，物流行业还存在以客户群划
线的现象，能同时为企业客户提供大宗干

线运输及合同物流服务和为消费者个人
提供包裹快递服务的物流企业屈指可数。
进入电商时代后，物流市场增长将进
一步加快，并在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共同作
用下逐步整合，物流企业合并的频率和规
模将迅速增加。首先，企业客户和消费者
对“门到门”物流服务的苛求，迫使物流企
业不得不努力打通公路运输、铁路运输、
航空运输和水路运输之间的藩篱，打破因
国家和地理位置造成的分割。其次，企业
客户和消费者对降低物流成本的渴求，使
得不断做大规模以降低成本越来越成为
物流企业生存的需要。与此同时，IT 技术
的发展不仅使不同运输模式之间的整合
成为可能，更进一步增强了物流行业的规
模效应；而国际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既使
得跨国物流市场迅速成长，也推动了国家
之间监管政策的一体化，导致物流市场的
国别界限日益模糊。事实上，过去几年物
流行业整合已经明显加快，企业并购的频
率和规模都较过去明显上升。据SJ Consulting 咨询集团统计，2018 年全球物流
50 强企业出现了 11 起并购重组。物流行
业既存在不断扩张的冲动，又有着不断扩
张的可能，迟早将会出现提供全系物流服
务的跨国巨头寡占全球物流市场格局。

物流企业转型升级
压力明显上升
与金融、制造、房地产等其他巨型行
业相比，传统物流行业市场化程度要低得
多，并以第三方物流服务为主。一方面，
企业内部物流支出规模远远超过物流外
包支出的规模。2018 年，全球第三方物
流服务市场规模约为 1 万亿美元，仅相当
于全球物流支出总额的八分之一。另一
方面，传统物流行业与其他行业间很少相
互渗透。许多大型企业设有物流部门，负
责内部的物资储运，但过去他们几乎不对

外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譬如，在成立准
时达之前，富士康的物流部门虽然庞大但
也只是一个后台部门，并不提供对外服
务。同时，绝大多数传统物流巨头只关注
提供第三方物流服务，并不会涉及制造、
零售等任何其他非物流业务。譬如，DHL
虽拥有 420 架货机，仅 2108 年就新订购
了 14 架波音 777 货机，但都仅用于满足自
身航空货运需要，并不成规模对外提供货
机租赁服务。
进入电商时代，在降低物理成本和提
高服务质量的双重压力下，物流行业生态
正在发生革命性变化。首先，纯粹以干线
运输、合同物流为主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竞
争优势受到削弱。2013 年~2018 年配送
市场增长了 100 倍，吸引一些非传统物流
企业开始对外提供物流服务，以充分利用
自身的物流服务资源，降低内部物流成
本。富士康成立准时达，美的成立安得物
流，就是企业内部物流逐步市场化的典型
例子。其次，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电商物
流从单纯的 B2C 物流向 B2B 物流拓展。
网络零售巨头不断创新物流配送模式，特
别是打通从商家到消费者的“最后一公
里”，对物流运输部门提出新的要求，催生
了新型物流运输服务。再次，物流企业走
上数字化、智能化的道路，与电商联合发
展的趋势明显。这既是生存竞争压力使
然，同时也是此类企业有效发挥竞争优
势必然之举。物流企业用传统的办法，
只靠增加人力已无法应对挑战，必须用
数据、技术、智慧。譬如，国内许多物
流企业与菜鸟网络合作，不断探索推动
物流和商流的深度协同，很大程度上就是
出于这一考虑。

中国企业
具有“电商＋物流”竞争优势
物流行业是国民经济的“循环系统”，

其发展状况既能反映经济是否健康运转，
物流市场份额与话语权。
也能反映经济增长是否强劲有力。在传
正是看到中国电商的增长前景以及
统物流时代，中国物流行业与发达国家存 “电商＋物流”的相关技术储备，相关国际
在明显差距。2018 年度，中国物流企业
专家普遍认同，中国最有可能依靠电子商
中只有中国外运和嘉里物流上榜全球 50
务的迅猛发展而推动物流行业实现整合
强，分别排名 14 和 35。比较起来，美国 19
发展。目前来看，菜鸟网络一头连接电
家企业上榜，德国 6 家企业上榜，日本 5 家
商，一头连接物流，致力于降低物流成本，
企业上榜。
响应客户及时送达要求，是推动物流企业
中国传统物流落后局面的形成有其
发展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历史原因。历年全球 50 强物流企业研究
显示，绝大多数物流巨头发家于跨国运
电商时代
输、跨洋运输，依托于本国对外贸易扩张
对物流行业监管提出新课题
而发展起来。加入 WTO 前，中国经济发
展程度限制了物流企业的发展。一方面，
物流运输是贸易的重要环节，不同市
对外贸易规模很小，支撑不起巨型跨国物
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不同，政府相
流企业。另一方面，国内物流市场严重碎
对应的政策也有不同。对一些国家来说，
片化，局限于一城一地一业，企业多、规模
跨境电子商务正在成为新的发展机会；而
小、设置分散、竞争力弱。加入 WTO 后，
对另一些国家而言，解决农村地区的物流
我国对外贸易迅猛增长，但受制于行业的
送达仍是很大困难。但是，政策的方向应
路径依赖特性，所形成的物流增长空间大
当是一致的，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使
部分为跨国巨头所占领，未能有效培育起
交易变得更为便捷、顺畅，不再陷入停顿、
具有竞争力的跨国物流企业群。
碎片化等困境。比如，对非洲而言，发展
电商时代的到来，给了中国物流行业
电子商务的最大瓶颈就是国内交通运输
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商流是物流的基
网络不健全。而对中国而言，当前是物流
础，商流增长驱动物流发展。一切迹象显
行业弯道超车的最好时机，最重要的是
示，商流的未来在于电商。2019 年 1~5
允许企业整合传统物流与电子商务建立
月份，中国网络零售总额达 3.86 万亿元，
国内覆盖城乡的公路、铁路、航空与水
同比增长 17.8%，是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
路一体化的运输网络，支持企业积极参
市场。网络零售业大发展改变了消费者
与跨国并购和海外投资建立全球性电子
购物习惯，国内小型包裹业务急剧增多，
商务网络与物流网络。监管政策能否突
既推动了全国物流市场一体化，又培育了
破既有的条条框框，着眼于运输
一批有竞争力的物流企业。有数据显示，
效率的提高、运输服务的改进、
全国每天有 1.3 亿件电子商务包裹需要送
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也将成为影
递。不仅仅是 B2C 网络零售，中国跨境电
响物流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政
商业务、B2B 电商业务同样增长迅速，也
府和社会需对此持包容
为中国物流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
审慎的态度，积极探索
间。与此同时，新一代中国物流企业的成
个性化监管，加强跨国
长伴随着电商的发展，采用的是全球领先
合作监管，支持中国物
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竞争力毫不逊色于其
流行业的整合集中和国
境外竞争对手，使其有机会赢得更多国际
际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