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王圣志 刘高阳 张浩然

千年隋唐古迹点亮灯光，宋都城
墙下游人如织，“米”字形高铁交汇处，
城市商业体夜间烟火升腾……今年的
夏夜，河南都市灯火分外璀璨。

面对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消费市
场的复杂局面，河南多地通过培育文
旅消费集群、发挥特色文化优势等方
式，打造夜间休闲旅游品牌、挖掘消费
潜能，“夜经济”成为提振消费的“热引
擎”。

洛阳
“古都夜八点”点亮聚集效应

晚8点，伊河畔，月光映照了千年
的龙门石窟，初上灯火。

在LED冷光源的投射下，这里的
数千个窟龛，10万余尊造像显得更加
静雅、肃穆。宏伟的卢舍那大佛身旁，
游客可以看到阿难尊者阳光下难以辨
识出的彩色线条，迦叶尊者的残像上，
嘴角表情显得更加坚毅。

从夜游龙门开始，应天门“古城夜
韵”灯光秀、“唐谣”演绎……进入5月
以来，洛阳的夜晚愈发缤纷多彩。立
足于厚重的隋唐文化底蕴，洛阳正通
过创新夜游产品打响“古都夜八点”品
牌，激活文旅消费。

“我们推出了8项特色主题活动
和8个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地，就是希
望游客和市民品味洛阳的独特夜色文
化魅力。”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
局长薛善民说。

随着夜间文旅消费聚集地的形
成，其消费带动辐射作用初步显
现。“我们店内的销售额相比今年3
月中旬恢复营业时翻了一番。”洛邑
古城内，汝阳刘毛笔店店员葛欢介
绍。

开封
沉浸式文化体验延长消费时间

端午期间，在位于开封的历史文
化主题公园清明上河园，东京夜市正
式开市。

走入金水门，数百米的街巷上，商
户清一色宋服宋装打扮，说书、皮影、
相声等夜市小剧场沿街林立，走入其
中，就仿佛融入了《清明上河图》的长
卷。

“我听说今天只要穿宋装就可以
免费入园，摆摊也可以免费，就想来体
验下。”本地游客周冰雅说，她觉得夜

晚的清明上河园更有“宋范儿”，“毕
竟，夜市就是从北宋时期的开封发源
的。”

一幅《清明上河图》，一部“流量收
割机”。宋文化有多受欢迎？在清明
上河园，几位工作人员向记者展示了
他们的短视频账号，几个由他们随手
拍摄的园内实景演出场景，平台播放
量均超过千万。

依托800多年历史的宋文化，开
封推出和升级了“东京夜市”“微梦大
梁门”“东京梦华”等一批新的夜间游
览产品，以沉浸式文化体验延长游人
游览时间，挖掘消费潜力。清明上河
园市场部经理刘栋介绍，游客平均游
览时间从3小时延长到了6小时，人
均消费也从100元左右提升到了300
元左右。

郑州
特色城市商业体发挥“夜能量”

晚上7点，天色微暗，位于郑州市
郑东新区的龙湖里商业体验中心已是
人头攒动。精致的雨棚下，各类手工
艺品、首饰、玩具摊点显得错落有致。
不远处，餐饮店设在门外的露天桌椅
已经被预订一空。

被称为“最有规格的集市”，夜晚
的龙湖里颇受年轻人欢迎。以龙湖
里为代表，郑州一些城市夜间商圈、
商业体通过创新服务业态，增加服务

品种和项目，不断聚集人气，实现消
费升级。

在“城市会客厅”海汇中心，特色
风格的建筑里分布着30多家主题餐
厅、酒吧、茶馆，一店一景一故事。在
高新区朗悦·公园茂，广场上每晚都有
音乐、巡游、舞蹈表演、露天电影，客流
攀升。

“我们要做有品质的集市。”龙湖
里商业体验中心相关负责人李景说，
之前，龙湖里主要以餐饮为主，缺少

“逛”的地方，这次吸纳的摊点，以工艺
品、首饰等为主，集市和餐饮相互成
就，能实现共同发展，“保守估计，每天
能吸引顾客两三千人。”

（据新华社郑州7月3日电）

目前,郑州市还将对各县市
区夜经济活动进行评选，市财政
对前三名分别给予100万元、80
万元、50万元奖励。

在一系列举措的支持下，河
南旅游消费市场恢复初见成
效。今年端午假期，河南省旅游
市场恢复居全国前列，全省共接
待游客575.96万人次，同比恢复
了61%，旅游收入18.05亿元，同
比实现恢复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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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向菊梅

1元钱抢饮料、领超亿元消费券
大礼包……

7月1日-17日，市商务委联合支
付宝开展“重庆717生活狂欢节”，在
观音桥好吃街、石桥铺好吃街举行夜
市活动。两条好吃街夜晚灯火通明、
人流攒动，有300多个商家参与活动，
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

这只是当前重庆夜经济的一个缩
影。

复工复产以来，重庆一些商圈、地
标景区和商户通过线上线下结合，外
卖、直播以及添加文化元素等多种方
式，让夜间经济又逐渐火了起来。

受疫情影响，今年的夜市活动，跟
以前相比增添了互联网元素。除了

“重庆717生活狂欢节”，万达广场最
近的年中庆活动，也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重庆11座万达广场举办了“夜
肆文化节”。

活动和折扣加持，线上线下结合，
万达广场战报非常亮眼。数据显示，
活动期间，11个万达广场总客流达
254万人次，同比恢复95%；总销售
1.76亿元，同比恢复102%；42万会员
或粉丝定向邀约到店，367个品牌创
本年度单日销售新高；南坪、永川、綦
江、大渡口等4座万达广场创本年度
销售新高。

“这是一个双赢的活动。”重庆工
商大学教授沈红兵分析认为，对互联
网平台来说，只有足够多卖家进入，丰
富了产品品类，才能产生更多的经济
效益；而对于线下商业实体来说，平台
的消费者可以被引流至实体商业，增
加了人流量。

由于疫情改变了部分市民消费习
惯，一些商家也顺势而为，满足市民在
家夜间消费需求。

美团外卖最新数据显示，重庆夜
经济时段（晚6点至次日早6点）的外
卖订单量占到了全天总订单量的
38%以上，居西南区域首位。

美团相关负责人称，重庆夜间时
段订单量的增长态势，从3月以来一
直持续到现在，其中5月夜间订单比3

月增幅为68%，增长势头强劲。美团
大数据显示，重庆市夜间烧烤外卖占
夜间外卖总订单的比例高居全国第
一。

直播、文化赋能则是地标景区吸
引夜间消费的另一个有效方式。

近日，壹华里夜景公园抖音播放
量破亿。该景区负责人告诉记者，疫
情之下，景区直播越来越多。景区运
营方也加大了手艺人推广，通过直播、
短视频等，在“重庆壹华里手艺制作”

抖音号上推广景区火锅、肉串、胡豆等
特色商家等。“人流量基本恢复了正
常。”该负责人说。

主打重庆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的
重庆院子，最近逆市上扬。“最近一个
月，每天要翻3台，至少坐70桌。”戏
台院子火锅店老板告诉记者。重庆院
子运营负责人吴扬文告诉记者，“现在
每天晚上都要演两台戏，院子人流量
目前已经恢复了九成。”

据了解，为吸引更多夜间消费，重

庆院子将继续加大文化元素引入。上
个月底，重庆第一个民间川剧社在重庆
院子挂牌，黄方忠等老戏剧艺术家加
盟；同时将对文化非遗、传统手工、特
色美食等重新招商，打造“怀旧版”的
特色美食街；另外，重庆院子将联合抖
音，打造地标直播基地，吸引一些文化
直播在此搭台直播和做直播知识培训。

“我们希望打造‘老山城、夜重庆’
名片，让重庆院子成为国家级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吴扬文说。

线上线下结合 “直播+文化”赋能

重 庆 夜 经 济 又 火 了

美国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8日提
起联邦诉讼，以阻止美国政府实施将令部
分留学生面临被迫离境风险的签证新规。

签证新规一经公布就引发多方批评，
被指“残酷且毫无必要”，是通过向学生施
压迫使学校当局尽早重开校园。

这两所大学当天向位于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市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
法院对美国政府日前发布的留学生签证
新规实行临时限制令以及初步和永久禁
令。诉状说，这项签证新规违反美国联邦
《行政程序法》，是在没有提出任何正当理
由、未经公众评议且考虑不周的情况下发
布的。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哈佛和麻省理工起诉美政府

据新华社上海 7 月 9 日电 （记者
潘清）延续近期走升势头，9日沪深股指
同步收高。上证综指盘中3400点失而复
得，与深证成指双双实现“八连涨”。创业
板指数表现强势，涨幅高达近4%。

当日上证综指以3403.48点微幅高
开，早盘短暂回调探至3393.64点后震荡
上行，午后上摸3456.97 点创下阶段新
高。尾盘沪指收报3450.59点，较前一交

易日涨47.15点，涨幅为1.39%。
深市表现相对较强。深证成指收报

13754.74 点 ，涨 348.37 点 ，涨 幅 为
2.60%。创业板指数大涨 3.98%，收报
2757.65点。中小板指数收盘报9213.65
点，涨幅也达到了2.76%。

沪深两市个股普涨。不计算ST个
股，两市近200只个股涨停。创业板新股
N中船挂牌上市，首日涨幅接近44%。

沪深股指双双实现“八连涨”

河南：夜经济成提振消费“热引擎”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各位会员：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章程》的规定，重庆药友制

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以下简称：“药友职工持股会”）理事会决定就职工持股会股权转让
相关事宜召开职工持股大会，特此通知以下大会事项。

因疫情防控要求，会议涉及人员较多，本次职工持股大会采取多个会场分批次持续开会的方式召
开。会议召开时间从2020年7月27日起到2020年8月17日止。会议地点为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
公司会议室。会议召开方式原则上采用现场开会方式进行表决和表达个人意愿，能到现场开会的，请
到会议现场参会，特殊情况无法到达会议现场的，可以采取通讯开会方式表决和表达个人意愿。

大会开始前，请各位会员及时与药友职工持股会取得联系，药友职工持股会也会尽可能与各
位会员联系，药友职工持股会联系人：贺小琴（15923309258）、刘昌华（13500356203）。

请各位会员携带身份证原件和出资证明书原件准时参加会议。若为会员继承人的，请携带
继承人身份证原件、出资证明书原件及其证明继承人代表身份的相关材料参加会议。逾期不参
加，将视为放弃对本次会议事项的会员表决权，不参与本次股权转让。

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司职工持股会理事会
2020年7月10日

关于召开职工持股大会通知的公告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九龙坡彩云湖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250000099
许可证流水号：00659536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
的为准

住 所：重庆市九龙坡区火炬大道69号7幢
邮政编码：400050 联系电话：023-68196010
成立日期：1999-04-13 发证日期：2020-05-0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
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万州区支公司长
岭营销服务部

机构负责人：杨仕琴
机构编码：000005500101029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长岭大道171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长岭大道83号附4号
成立日期：2008年07月21日
邮政编码：404020
联系电话：023-58224946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05月13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忠县支公司新立营销服

务部
机构负责人：张铃垭
机构编码：000005500233006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新立镇文昌街175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忠县新立镇文昌街93号附1号
成立日期：2002年08月23日
邮政编码：404300
联系电话：023-54239013
业务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

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
保险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和投诉。

发证日期：2020年05月26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进入7月，重庆临空招商集团有限
公司的一系列活动可谓丰富多彩。通
过聆听专题党课、表彰先进模范、追寻
红色印记、组织知识竞赛、开展志愿服
务、吸取精神力量的“六个一”活动，该
公司进一步激发出党员干部干事创业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实际行动为党旗
添光彩。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张维在“党
课开讲啦”活动中，以《中国共产党建
党99周年——让党徽在奋斗中闪亮》
为题，为全体党员及干部职工上了一
堂深刻而生动的主题党课；表彰优秀
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掀起了
党员“争表率、树先锋、做承诺”的浓郁
氛围；追寻红色印记，让全体党员在邓
小平故居的参观学习中，感悟初心使

命；“庆七一、学党史”的知识竞答，进
一步增强了党员党性修养，激发出党员
学习党史的劲头。此外，公司党委结合
端午节，在“七一”前夕，组织党员代表
前往茨竹镇华蓥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与贫困户交心谈心，送上节日祝福和生
活物资；“为党旗增辉、忆红色初心”的
专题主题党日活动，更是极大地加强
了对公司党员及职工的思想引领——
公司党组织除了按“1+3+6+X”的基
本思路规范开展相关事项外，还重点
组织党员干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以及社会主义发展史，并开
展交流讨论，从中吸取精神力量，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切实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李娟

重庆临空招商集团有限公司：
“六个一”系列活动增强干事创业责任感

新华社北京 7 月 9 日电 （记者
谭谟晓）为更好维护消费者权益，推动
车险高质量发展，银保监会9日发布
《关于实施车险综合改革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

车险是与消费者接触最广的保险
产品之一，涉及几亿车主切身利益。
近年来车险改革取得积极成效，但虚
高定价、高手续费、经营粗放、竞争失
序、数据失真等问题比较突出，需要通
过综合改革来解决。

征求意见稿明确，提升交强险保
障水平，将交强险总责任限额从12.2
万元提高到20万元，其中死亡伤残

赔偿限额从11万元提高到18万元，
医疗费用赔偿限额从1万元提高到
1.8万元，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维持0.2
万元不变。

征求意见稿要求，优化商车险
保障服务，在基本不增加消费者保
费支出的原则下，支持行业拓展商
车险保障责任范围，合理删除实践

中容易引发理赔争议的免责条款。
提升商车险责任限额，支持行业将
示范产品商业三责险责任限额从5
万元至500万元档次提升到10万元
至1000万元档次。

根据征求意见稿，财险公司要加
强投保人身份验证，做好保单签名、条
款解释、免责说明等工作，推进实名缴

费，促进信息透明，防止销售误导、垫
付保费、代签名等行为，维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

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实施车险综合改革，有利于健全市场
化条款费率形成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规范市场秩序，提升服务水平，有效强
化监管。

车险综合改革怎么改？银保监会征求意见

交强险总责任限额拟提高至20万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中国人权
研究会9日发表《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
民充分暴露“美式人权”的伪善》一文，揭
露了美国政府针对移民的宗教偏见、文化
歧视、种族排斥呈愈演愈烈之势。在移民
领域，美国透过极端排外主义政策压制其
他种族，侵犯移民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
严，暴露出所谓“美式人权”的虚伪性。

文章指出，美国移民遭受严重歧视和
残酷对待集中表现在美国政府暴力对待
移民，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实施剥夺移民人
身自由的逮捕与拘留；移民“零容忍”政策
导致儿童与父母骨肉分离；移民及儿童遭
受非人道待遇，生命权、健康权等基本人
权受到严重侵犯等诸多方面。

为何美国移民政策排外主义大行其
道？文章揭示，对移民外来民族特性的不
容忍和疑虑，以及对外来民族特性进行同
化的理想和自信，贯穿于美国移民制度的
发展历史，是决定美国政府排斥与同化外
来移民的政策基准。同时，美国反移民意
识形态主流化将排外主义推向极端，单边
移民政策也导致边境地区非法移民形势
不断恶化。

中国人权研究会发表文章

严重歧视与残酷对待移民
凸显“美式人权”的伪善

《严重歧视与残酷
对待移民充分暴露“美

式人权”的伪善》全文
扫一扫 就看到

综合新华社首尔7月10日电 韩联
社10日凌晨援引韩国警方的消息说，警
方在首尔北岳山一带发现了9日失踪的
首尔市长朴元淳的遗体。死亡原因有待
进一步调查确定。

韩国警方和消防部门9日晚表示，当
天下午接到朴元淳失踪的报案，随后全力

展开搜寻工作。
首尔市政府方面的消息说，由于近来

身体不适，朴元淳取消了9日的工作日程。
朴元淳现年64岁，2011年首次当选首

尔市长，去年赢得第三届任期。他隶属执政
党共同民主党。按美联社的说法，朴元淳现
在被视为2022年总统选举的热门竞选人。

首尔市长失踪 警方证实已死亡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全国公安机
关“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育整
顿动员部署会议9日召开，国务委员、公
安部部长赵克志出席并讲话。

赵克志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中
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和
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
纪律严明的总要求，以部省市县四级公安
机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为重点，以自我

革命的勇气和整风的精神，在全国公安机
关开展“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教
育整顿，努力实现忠诚警魂进一步筑牢、
党的领导进一步强化、政治生态进一步优
化、纪律作风进一步严明的目标，着力解
决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
纯等突出问题，坚决清除害群之马，不断
纯洁公安队伍，努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
高素质过硬公安铁军，确保公安队伍绝对
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为切实履行好
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

全国公安机关开展教育整顿

近日，九滨路外滩广场坐满了前来消费的市民。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