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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literature research on "Night Economy",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s of urban Night Economy development at home and abroad to make an in-depth and 

systematic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 Night Economy.On this ba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basic condi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Zhaoqing 

city's development of Night Economy, and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Zhaoqing city's development of 

Night Economy.Based on the ideas of urban Night Economy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by relevant research 

institutes, the strategy, countermeasur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of Zhaoqing city's Night Economy 

development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urban Night 

Economy development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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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分析“夜间经济”的国内外文献，借鉴国内外城市夜间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城市夜间

经济创新发展进行深入系统研究。在此基础之上，基于创新视角阐述了肇庆市发展夜间经济的基础条

件及现实意义，对肇庆市发展夜间经济目前还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并基于现有相关研究所

提出的城市夜间经济发展思路，提出基于创新视角的肇庆市发展夜间经济的战略、对策、政策建议，

以期待为城市夜间经济发展规划提供借鉴。 

关键词：肇庆；夜经济；创新发展 

1. 前言 

随着夜间经济对消费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国家

和各级政府分别出台多种政策，推动指导夜间经济的加

快发展。2019 年 8 月 27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提出促进消费意

见 20 条，其中 4 条与夜间经济直接相关：提出活跃夜

间商业和市场，改造提升商业步行街，加快连锁便利店

发展，优化社区便民设施。国家鼓励主要商圈和特色商

业街与文化、旅游、休闲等紧密结合，适当延长营业时

间，开设深夜营业专区、24 小时便利店和“深夜食堂”

等特色餐饮街区。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大投入，打造夜间

消费场景和集聚区，完善夜间交通、安全、环境等配套

措施，提高夜间消费便利度和活跃度。 

2. 夜间经济与城市多元发展 

何谓“夜间经济”？“夜间经济”作为一个经济学

名词起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英国，通常指晚 6 时至

次日 6 时发生的经济文化活动，包括购物、餐饮、旅游、

学习、娱乐、休闲等[1]。简言之，只要是傍晚及夜间时

段所产生的相关经济行为与经营活动以及行为活动所

带来的就业与经济效益，都是属于夜间经济的一部分。

据史料记载，其实早在古希腊时代，人类就已经开始在

白天工作之余，在夜间时段进行货品交易及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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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亚洲国家更是以“夜市”的形式为居民来提供各式

餐饮及消费娱乐[2]。 

“夜间经济”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亚洲国家，都受

到高度重视。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已进入“后工业时期”，

夜间时段所产生的商业交易行为与经济的贡献日益重

要。美国布朗大学的教授戴维·威尔曾做了一个调查，

在晚上从卫星看地球表面的照明分布，得出的最终结论

是“一个地区夜晚灯光亮度与城市经济繁荣（GDP）成

正比”。“夜经济市场”的繁荣与兴盛体现着一个城市的

经济发展水平，在转变城市经济发展方式，拉动消费需

求以及协调城市经济文化发展具有重大意义[3]。根据美

国学者格雷厄姆·莫利托的预测，未来全球经济浪潮将

进入休闲时代，未来城市功能也将从生产性功能向消费

性功能转变，休闲消费将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

擎[4]。纵观发达国家，当地区人均 GDP 进入 3000 美

元时，人们的消费行为会有明显改变，经济会进入一个

休闲消费增长的黄金时期。据统计，我国早在 2008 年

国民人均 GDP 就达到 3266.8 美元。近些年全球经济

形势整体低迷，西方国家经济危机频起，消极影响蔓延；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期，提振经济的三驾马

车中，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成为首要选项，而促进消费的

常规渠道早已备显疲态，夜间经济正受到前所未有的重

视。 

上世纪 90 年代晚期，欧洲的城市规划与文化学者

专家发现，欧洲的城镇在夜间时段都可以展现出各自独

有的特色与质感，吸引来自全世界旅行者的前往与体验，

与此同时，具有特色城市治理与经营方式的思考随之而

来，以更好的提升与推动城市多元治理与发展活力。在

“夜间经济”的文献研究方面，大都是从社会学、犯罪

学、健康与养生的角度，来讨论可能会产生的“社会成

本”问题，包括犯罪量增加、行为失序等社会问题所产

生的对治安、司法及医疗等社会支出成本，指出“夜间

经济”对城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 

另一方面，也有不同观点认为，较为完善的城市管

理以及可能的良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更好的促进

“夜间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及税收，为

城市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来源，并能够使得居民的工作

与休闲趋于平衡的状态，同时也可以通过城市独有的夜

间特色活动，吸引更多外地消费者的旅行到访。目前，

国内已有专项作品《夜间经济学》，对夜间经济进行讲

解。夜间经济是休闲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购物、

餐饮、旅游、沐浴、美容美发、休闲、保健、学习、教

育、歌舞、影视、娱乐等内容，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能带动购物、餐饮、文化、娱乐、观光、旅游、

健身、交通等多行业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发展新的增

长点。同时夜间经济还可以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

岗位，极大地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因此夜间经济正在

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的重视[6]。 

3. 城市夜间经济的治理方式与创新 

近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主要城市都越来越

重视发展夜间经济，我国也不例外，很多城市将“夜间

经济”列为重要施政方针，纷纷发布夜间经济发展实施

方案，制定实施相关发展策略。2019 年，北京出台夜间

经济“13 条”，政府支持，补贴扶持，总体规划丰台区

重点带头，首批打造夜京城四大地标。上海以游船经济

为首，依托外滩、黄浦江、知名建筑分别打造夜上海特

色风情场景。广州迅速出台广东省第一个政府指导文件,

拟加快文化旅游综合体的建设,以美食和夜场馆延长服

务时限为特色,各部门联动,吸引客流。成都倾力打造 35

个夜成都示范点，开放夜游锦江，博物馆夜展等。大连

号称天黑不打烊，吃住行游购娱一条龙发展，着力做好

系统管理和细节服务。这是因为“夜间经济”代表一个

城市具有多元化、活力性，不但可吸引更多居民与外来

旅行者的造访，更能带来本地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

及推动地方第三产业发展[7]，为城市的多元经济与文化

注入新鲜血液[8]。 

通过分析成功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不难发现，夜

间经济的发展需要由各行各业合作共同推动，形成共识，

激发策略路径与方式来完成。参与者则涵盖本地小区、

创新创业人员、商家、城市管理者、投资者与相关政府

单位等。以广州为例，广州市政府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出

新出彩，加快建设国际消费城市和文化中心，提出总体

目标：到 2022 年，全市夜间经济优质产品和服务显着

增加，夜间经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更加丰富，以岭

南文化为主线，品牌化、国际化、特色突出的全局夜间

经济产业更加完善。同时，力争形成 13 个全国知名的

商圈和一批精品文化项目，全市夜间经济集聚区达到 30

个，夜间经济对全市经济的贡献不断提升，打造国际知

名的“广州之夜”品牌。为落实目标，政府专门发布《广

州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方案》，制定发展当地夜间

经济的 6 项措施，包括：打造高品质夜间经济集聚区。

因势利导，因地制宜，在商业中心区、旅游景区、历史

文化街区和文体娱乐功能区等重点区域打造地标性夜

间经济集聚区；充分挖掘商都文化和岭南文化；鼓励食、

住、行、游、购、娱等企业推广夜间延时服务。擦亮“食

在广州”招牌。通过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引导发展丰

富多样、特色鲜明的的餐饮中心；依托广州特色美食文

化，举办一区一特色的美食嘉年华活动；加快发展酒吧，

特色美食风情街。精心打造夜间文化旅游集聚区。打造

文化与旅游演艺综合体和具有岭南特色的水陆双线景

观；策划北京路文化旅游项目，以文化旅游带动夜间经

济，促进问商旅融合发展；丰富大学城片区夜间文化休

闲生活。塑造夜间体育品牌。引进国内外知名夜间体育

赛事项目，打造球迷经济产业链；积极争取举办国际性、

全国性的体育会展活动；培育壮大体育旅游俱乐部，支

持夜间竞技、体育服务、旅游消费融合发展；进一步完

善步道、夜跑、健身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完善配套设

施。研究完善夜间经济集聚区及周边动静态交通组织管

理；构筑智慧服务保障体系；加强旅游景区多语种标识

系统的规范化建设；推动集聚区公共厕所改造提升，楼

宇灯饰的照明和广告管理及其他配套设施。强化保障措

施。建立夜间经济发展协调机制；健全安全应急预案，

加强夜间经济应急管理；通过现有财政扶持资金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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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企业推广夜间延时服务，开展夜间节庆会展活动；

加大夜间经济的推广应用，开展系列宣传活动。 

除此以外，广东省内多个城市纷纷以出台政策、加

强基础设施等方式促进夜间经济发展：深圳市大鹏新区

在 2017 年就提出打造夜间旅游休闲产品，建设相对集

中的夜间休闲餐饮娱乐区和成熟的夜间旅游观光线路

及特色夜间休闲游览项目；东莞在今年 7 月对整段东江

大道沿岸步行道的路灯情况进行排查、更换，以便利市

民和游客的夜间出行；佛山鼓励发展具有岭南文化特色

的精品民宿，鼓励旅行社组织游客在该市过夜。 

4. 结论与启示 

肇庆作为重要节点城市之一，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

城，肇庆素有夜间经济的发展基因。2018 年肇庆成功举

办了为期 60 天的粤港澳大湾区光影艺术节，春节假期

共接待游客 378.7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0.6 亿元，一

举成名，在全国三线城市中脱颖而出，人气大涨。肇庆

紧邻省会广州，西连广西云贵各省，常住人口 400 万，

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市有西江穿越，湖泊较多，水资源

丰富；市内有宋城墙、七星岩、包公祠、星湖等知名景

点，下辖市德庆有龙母庙，云浮、开封等地旅游资源丰

富；随着肇庆新区和鼎湖区的崛起，城市扩容理想，新

旧城区功能交替互补。 

基于此，借鉴国内外典型城市的做法，结合肇庆的

城市与产业特色，构建“文旅项目驱动”、“七星景观再

造驱动”，拉动肇庆“夜间经济”快速发展。以“江湖

城山”特色景观为载体，搭建“夜间经济”特色项目平

台，融合岭南民俗活动，突显地域特色，打造肇庆名片

十分必要。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 基于战略创新的夜经济管理启示 

区域融合战略。讲好大湾区故事，融入大湾区发展，

充分利用好国家大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主

动对接广州、佛山等城市的创新要素转移和溢出效应，

优势互补，错位发展。肇庆的生态优势和腹地优势有利

于把大湾区人流量吸引过来，加快发展肇庆“夜间经济”。

光影艺术节的成功举办已经证明了肇庆吸引客流量的

能力，“夜游西江”等品牌的打造也将吸引众多湾区年

轻人的目光。 

产业融合战略。重视产业融合发展，提倡社会共建

共享。发展“夜间经济”应跳出单一的“夜市”巢窠，

推动“文化、旅游、经济、环保、健康”五位一体融合

发展，打破行业壁垒，整合行业资源，积聚动能，进行

全产业链布局。 

城乡融合战略。“夜间经济”发展从肇庆城区扩容

到郊区、乡镇、乡村，对接“乡村振兴”战略，抓住大

数据时代机遇，制定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从基础建设、

交通出行、安全保障、旅游线路等方面覆盖城乡，长期

规划，精心培育，两条腿齐步走。 

文化融合战略。肇庆作为人文厚重的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宋城墙、古端砚、七星岩和鼎湖山等端城文化，是

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交汇最早的

地区之一。发展肇庆“夜间经济”应有颗“文化芯”，

积极与周边的广府文化与大湾区的创新文化相融合，展

现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建设，打造融合多元文化、具有

肇庆特色的文化 IP。 

政企合作战略。充分利用著名文旅公司丰富的开发

经验、先进的开发理念、科学的经营模式、现代化管理

手段，根据休闲街所在城市的历史背景、文化特点进行

整体包装、系统整合、功能提升和文化推广。用专业人

做专业事，政府负责顶层设计，做好监管服务保障，搞

好基础配套设施。 

4.2 基于对策创新的夜经济管理启示 

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引进专业文旅公司着力打造

数个“夜间经济”示范街区和地标性示范点，如充分利

用“一江两岸”丰富的旅游资源，依托“小三峡”的自

然美景，与文旅公司合作开发“夜游西江”项目，精心

打造示范滨水街区、网红夜游景点、游船、演艺等项目，

打造肇庆城市名片。 

在“食、游、购、娱、体、展、演”中选取成本低、

转型快的“美食、夜游、购物、健身、文化”等轻资产

试运营，打通景区、餐饮、酒店、商业等产业链条，多

措并举、部门联动发展多元化、多业态的“夜间经济”。 

将新型“夜间经济”试验区引向肇庆新区和西江两

岸，联合旅行社开通“夜肇庆”城乡旅游专线，推介最

美乡村和特色小镇，激活高要农场游等项目，增加多元

化选择，吸引不同客流，助力新旧城区动能转换，城乡

一体协调发展。 

打造“文艺肇庆”名片。把宏大的“文化”概念操

作化成具体的“文艺”行为，避虚就实，着眼于看得见、

摸得着、玩得好的体验项目。发挥高校作用，进一步促

进大学生和城市发展的融合和互动；鼓励大学生乐队、

话剧团、舞蹈队等艺术团体走上街头，以“夜青春”为

“夜肇庆”增添活力。 

突出特色，实现差异化。可在厕所革命、环保用具、

垃圾分类、智慧旅游、监管服务等细节方面做精做细，

匠心打造小城特色，走一条不同于周边大城市的差异化

道路。 

增强公共交通保障能力。开通及增加夜间公交车线

路，开通“夜肇庆”专线，周末及假期试行通宵运行，

为“夜间经济”发展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保障。 

加强夜间城市管理，做好安全保障工作，保护好生

态环境[9]。设置“夜肇庆”志愿者（如“守夜人”）或引

导商家自主管理，作为政府监管的补充；开发“夜肇庆”

APP，方便居民随时反应情况，也方便监管部门及时处

理，切实保障居民安居乐业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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