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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奇到王府井地区调研时强调

调整提升业态 建设精品商业街区
本报讯（通讯员 赵悦）8 月 9 日，市委书记

蔡奇以“四不两直”方式到王府井地区调研时强
调，要明确王府井街区定位，调整提升街区业
态，进一步打磨街区转型升级方案，建设精品商
业街区。市领导崔述强、杨斌、张家明，区领导
夏林茂、金晖等参加。

蔡奇实地察看了王府井风情街、哈姆雷斯、
百 货 大 楼 、王 府 井 大 街 、in88 乐 高 旗 舰 店 、
in88NBA旗舰店经营发展情况和步行街北延工
作推进现状，并与王府井大街游客亲切交谈。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区委书记夏林茂
汇报了王府井商业区转型升级工作思路和进展
情况，与会人员进行了座谈交流。

蔡奇要求，要明确王府井街区定位。要
立足首都核心区职能定位，打造“独具人文魅
力的国际一流步行商业街区”，与周边故宫、
国家博物馆联动，建设高品质的活力街区。
要抓好王府井北延。步行街要打造亲切、舒
朗、连续的街区空间，加强贴线管理，做好交
通组织，充分研究布局北延街区业态，进一步
聚拢商业氛围，地铁连通后要带动激发街区
新活力。要调整提升街区业态。要以亲子消
费、体验消费等新型消费需求为导向，积极构

建开放式、体验式的活力空间，一店一策研究
推进业态调整提升工作，市属国企要起到示
范带头作用。要坚持“商业+”。坚持“崇文
争先”，充分利用街区周边北京人艺、中国儿
艺、吉祥戏院等优势资源，有机植入小剧场、
书店、博物馆等文化元素，尝试在街区开展文
化快闪等文化活动，强化王府井商业街区的
文化功能。要加强应用场景投放。积极建设
智慧街区，加快布局 5G、人工智能、人脸识别
等科技应用场景，以数字化管理推动街区平
安建设，深化消费分析和引导。要带头发展
夜间经济。夜景营造要坚持核心区的格调品
位。外摆要规范，白天夜晚要区分开，并适应
季节性要求。要发展“后街经济”。以王府井
步行街聚拢街区氛围，带动整个街区各个节
点协同发展。要加强日常管理。要注重王府
井街区安全管理、交通安全，营造有序的街区
秩序，做好日常保洁和餐厨垃圾处理，保持良
好的卫生环境。

座谈会后，夏林茂要求，围绕蔡奇同志指示
精神，会同相关单位、企业，逐条梳理，逐项分
解，进一步开展调研，迅速将各项要求落到实
处，务求实效。

相关新闻

王府井商会专题研讨繁荣夜间经济
本报讯(记者 庄蕊)8月8日下午，王府井

商会召开“繁荣夜间经济和后街经济研讨
会”，地区商户、相关政府部门代表出席会议，
就夜间经济发展带来的夜间城市管理问题，
及如何构建具有王府井地区特色的夜间经济
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入讨论。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作为京城旅游的重
要打卡地，王府井具有发展夜间经济的天然
优势。据统计，王府井地区超过 100 万人次
的高峰客流时段不在白天，而是在夜间，夜间
经济将成为王府井地区经济增长与文化创造
的新引擎。

如何打造王府井夜间经济？与会嘉宾纷
纷建言献策。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委员会主
任韩健徽表示，王府井夜间经济不能做成简
单的夜市，而应当引进适合夜间消费习惯的
业态，形成夜间生态圈，同时王府井应该做好
配套准备，加强夜间管理。

全国商业地产工作委员会会长王永平在
发言中提到，王府井想要发展夜间经济需要
从“好吃、好看、好玩、好用”四个方面出发，将
王府井打造成一个有艺术气息的商圈，打破
地区限制吸引更多年轻人和本地市民消费。

北京京商流通战略研究院院长赖阳则
认为，电商时代极大转变了消费者观念，由
原先“购物”转化为“享受生活”。基于这些
转化，王府井夜间经济应突出艺术化、时尚
感、引入潮牌、首店效应等特点，同时王府井
商会要做好统筹者角色，增强商区企业与企
业之间的互动。

王府井商会会长刘冰强调，王府井在转
型之路上的“四个加”战略，即“王府井+时
尚”打造动感王府井、“王府井+文化”打造韵
味王府井、“王府井+环境”打造品质王府井、

“王府井+科技”打造科技王府井，这些战略
会在夜色经济中得到体现。

东城“文化+”创意大赛获奖名单出炉
6个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20余个项目“摆摊”亮相，展示我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果

本报讯（记者 庄蕊）京剧主题的
鼠标垫、介绍汉字故事的台历、冬奥
主题的掐丝珐琅工艺品……8 月 8
日，在北京首个文化金融主题园区
——天鼎 218 文化金融园，“歌华有
线杯·2019 北京文化创意大赛”东城
分赛场暨2019东城“文化+”创意大赛
颁奖，6个项目分获一二三等奖，其中
一等奖奖金 6 万元。同时，20 余个项
目携其独创的文创产品摆摊亮相，展
示我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成果。

6个文创项目获奖

本次大赛于 5月 14日启动以来，
共有 10家机构联合办赛，征集 105个

文创项目，举办5场初赛评选，其中26
个优秀项目晋级复赛，最终 6 个文创
项目在复赛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一
二三等奖：大家音悦（北京）文化发展
有限公司的小螺号艺术教育项目获
得一等奖：仙童国际戏剧文化（北京）
有限公司的过士行编剧/导演作品

《鸟人》项目、北京亮相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的全球首家京剧主题体验馆项
目获得二等奖；大气团（北京）文化有
限公司北京第一分公司的汉字体验
馆项目、北京西席文化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的华语辩论世界杯项目、北京花
开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的 AI 合家欢项
目获得三等奖。获奖项目将获得现
金奖励 6 万元、4 万元、2 万元以及区

政府提供的项目落地、展览展示、品
牌活动等一系列的创业服务奖励包。

据悉，东城“文化+”创意大赛是我
区为释放文化产业活力打造的活动品
牌之一。2018年，我区文化及相关产
业实现比上年增长8.8%，占地区生产
总值的比重达到9.9%。为了进一步鼓
励文化产业发展，我区已制定出台多
项产业政策，包括《东城区支持金融业
发展办法》《东城区关于鼓励企业上市
挂牌融资的若干措施》等，近期还发布

“文菁计划”扶持优秀文化企业。

20余个项目集中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颁奖礼的举

办地是刚刚开园不久的天鼎 218 文
化金融园。活动当天，1500 平方米、
11 米高的 1 号大厅分为颁奖区和展
示区，本届比赛的获奖项目及近年参
赛项目，携其独创的文创产品在展示
区内集中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批发市场改
造而成的园区保留了高大的俄式穹
顶，阳光从圆弧形的高窗投射进室
内，让大厅显得格外敞亮。20余个文
创项目现场支起摊位：致力于培养青
少年音乐修养的小螺号艺术教育项
目介绍了其全新的课程体系；京剧主
题体验馆项目以百年戏楼天乐园为
载体传播京剧文化，现场展出了以京
剧为主题的杯子、鼠标垫、手机壳等

日用品；汉字体验馆项目展示了各种
与汉字有关的文创产品，包括帮助孩
子认识甲骨文的玩具、集合笔墨纸砚
的“随身文房”等。此外，参加冰雪类
文创项目的红桥市场展示了其“非
遗+冰雪”创意系列产品，中国名毽

“堂前燕毽子”第四代传人带来了模
仿奥运五环颜色的五彩羽毽，扇子裱
糊技艺传承人则在雪白的扇面上，绘
制出冰壶运动竞技的画作。

“这是园区改造后首次展览文创
作品，希望借此机会吸引更多文创企
业入驻。”天鼎 218 文化金融园相关
负责人介绍，园区的招商工作已经启
动，32 个 loft 办公区可容纳 100 多家
企业。

建国门
“周末环保日”
健走捡拾垃圾

8月10日，建国门街道“垃圾分类
新时尚 美丽东城共分享——‘周末环
保日’”在智化寺启动，200余位来自辖
区的在职党员及居民参加了活动。他
们统一身着蓝色背心、头戴蓝色帽子，
戴上手套，拿上夹子和分类垃圾袋，在
辖区大街小巷“健走捡拾”，同时向辖区
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知识。

活动中，他们按照社区分为9组，
从智化寺出发，以所在社区居委会为目
的地，健步行进在辖区大小胡同中，沿
途捡拾并分类收集散落的无主垃圾。
到达社区后，在垃圾分类指导员的帮助
下将捡拾的垃圾准确投入垃圾分类桶
中。在“健步捡拾”大军中，还有不少小
朋友的身影，手持分类垃圾袋跟随党员
和志愿者们认真学习垃圾分类。
记者 刘旭阳 通讯员 陈青青 摄影报道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闭幕
本报讯（记者 李滢）8 月 11 日，

由中国、新加坡学生联合演出的少儿
版童话音乐剧《马兰花》作为闭幕式
剧目向观众展现了戏剧教育成果，为
第九届中国儿童戏剧节画上句号。
这也是校园戏剧首次登上中国儿童
戏剧节的舞台。

本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以“让戏
剧走进孩子的生活”为主题，不仅在

37 天里有 14 个国家和我国台湾地
区带来的 56 台剧目、191 场演出，还
在多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举办

“中外优秀儿童戏剧展演”，通过多
省市联动的办节模式丰富孩子们的
暑期文化生活；举办国际儿童戏剧
合作与发展论坛，形成《2019 年“国
际儿童戏剧合作与发展论坛”倡议
书》，为各国儿童戏剧节可持续发展

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让校园
戏剧登上闭幕式的舞台，进一步促
进艺术普及、推动戏剧教育的发展；
通过关爱困难群体，让更多的孩子
享受艺术滋养。

与此同时，今年的戏剧节还发
挥地域优势，与“戏剧东城”相得益
彰、深化文旅融合，首次举办“中外
儿童戏剧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

华裔小朋友在为期 5 天的学习与活
动中，既走进了拥有 600 余年历史
的故宫博物院学习历史文化知识，
在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观看了国内
外优秀的儿童剧，同时还在专业老
师的指导下参加了发声练习、形体
练习、动物模拟练习、趣味戏剧游
戏等活动，并以短剧和节目表演的
形式展示学习成果。家长罗平表

示，孩子们成长在国外，很少有机
会接触和学习中国文化，此次戏剧
之旅让孩子深深感受到中国文化
的魅力。

据介绍，中国儿童戏剧节迄今
已连续举办 9 年，共有 30 个国家和
地区、250 家演出团带来 418 台剧
目、1863 场演出，惠及观众 148 万
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