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放到晚9点，不用担

心踢到一半被撵了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
们对自身体质也越发关注起来，“每
天锻炼一小时”正在变成许多人的
每日必备活动。由于大多市民白天
需要上班，只能选择在夜间进行体
育锻炼。可是，市民却很难找到合适
的地方健身。不少市民的家离体育
场馆比较远，还有的体育场馆需要
收费，每天去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10日起，省体足球主题公园将
开放时间延长至晚上9点，为晚间进
行健身运动的济南市民又提供了一
个好去处。今年以来，省体对足球主
题公园进行了灯光改造，共安装49
盏LED泛光灯，完全能够满足健身
群众晚间踢足球健身的灯光要求。
49盏灯分四路控制，足球主题公园
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足球场地人数的
多少来调整灯光，既节能环保又能
满足健身群众夜间踢球照明的要
求。

10日晚，足球主题公园已经聚
集了不少市民。朱先生是一位十足
的球迷，听说省体夜间也能对外开
放，好一阵兴奋。“原先济南能踢球
的场地不太多，我们经常去山大、山
师蹭场地，踢得不过瘾。”朱先生说，

“之前偶尔下班后来踢，主要是因为
时间短，6点半就结束。有时候热身
还没结束就要清场，一个小时没踢
完，就要撵人，很不尽兴。现在总算
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

一些晚上开放的体育

场馆交费才能进

记者了解到，目前，省城夜间开
放的体育场馆主要有两类：一类是
省体育中心等体育场馆；另一类是
学校里的体育场馆。

记者9日晚到山东师范大学校
本部的操场看到，操场外挂了一张
公告牌，上面写着开放时间和篮球
场使用办法。目前夜间开放时间是
16点到22点。记者进入操场后发现，
来锻炼的市民有很多，大多数都是
慢跑散步的，且家都住在附近。虽然
这个操场不收费，但是到了晚上这
里没有照明。

记者致电山大了解到，山大不
管是哪个校区，体育场都是统一时
间开放，18点到21点，市民想要进去
锻炼每次都要收费3元钱。学校开学
期间晚上会亮灯，但放假期间则没
有灯光。

而像奥体中心、全民健身中
心的夜间开放时间，室内健身场

馆如游泳馆等一般都营业到 2 1
点，按小时收费；室外健身场馆如
篮球场、健身步道等免费开放至
21点，有路灯照明。全民健身中心
室外场馆除网球场需要提前一天
预约外，其他场馆先到先得。皇亭
体育馆只有羽毛球场地在没有比赛
或活动的时候晚上开放7点到9点，
但是要收费，每小时50元。奥体中心
体育场中心场地晚上则不开放。

这样看来，市民晚上可选择的
健身活动虽然比较多，但是有很多
是收费的，场地也比较有限。市民晚
上想到专业的场馆锻炼，选择还是
很少，并不十分方便。

市民呼吁夜间对外开

放的场馆多一些

济南市体育局工作人员介

绍，根据2014年全国第六次场地
普查的数据，目前济南市标准体
育 场 馆 有 7 8 个 ，小 型 田 径 场 7 3
个，标准足球场只有13个，室外5
人足球场19个，室外7人足球场6
个。“因为是单独统计的，有些小
型田径场和体育场中间可能也有
足球场，但没有统计在足球场的
数量中。”

该工作人员提到，大部分的
足球场都分布在学校里，但是学
校对外开放却面临安全的问题。

“一些与学校教学区、住宿区分
开，比较靠近路边便于管理的场
所 ，对 外 开 放 的 可 能 性 更 大 一
些。”但是这些体育场馆中又有多
少配备了灯光，可以夜间对市民
开放，工作人员表示并没有相关
的统计数据。

伊先生今年27岁，从事金融行
业，他表示工作压力比较大，早上起

床洗漱完就吃饭上班了，接着就是
一天的工作，根本没有时间锻炼。

“现在只能是周末下午的时候找个
学校打打球，之前想晚上去周边学
校打球，但一问晚上都不开放，要不
就是没有灯光，根本看不到球在哪
里。”

家住解放桥附件的吴先生，晚
上带着父母和孩子到全民健身中心
的网球场打球。吴先生说：“白天一
天都上班，能锻炼的时间其实大多
是在晚上，而且夏天白天天气太热，
父母年纪比较大，怕激烈运动会中
暑，所以我们就晚上从家里赶过来
打打球。”

吴先生说，还是盼着济南能多
一些夜间对外开放的体育场馆。虽
然小区附近也有一些健身器材，但
缺少打球的专业场地，想要过过瘾，
就不得不跑到比较远的全民健身中
心来。

24小时便利店夜间是

盈利的

提到24小时夜经济，不少市民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麦当劳、肯德基
等洋快餐。但其实现在，济南市已经
有数十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而
济南的24小时便利店早在1999年时
就已经出现。

万泉超市是济南第一家实行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在1999年
时就开始营业，但到2014年时多
家连锁店已经关门。2007年，统一
银座开始尝试24小时营业，到现
在有30多家门店24小时营业。此
前佳合乐便利店也主推 2 4 小时
店，但在今年，却出现了资金链条断
裂，24小时店铺极速减少。去年3月
左右开始，倍全超市在济南市铺开，
目前也已经有7家店铺贴上了24小
时营业的标签。

“虽然我们的24小时店铺只开
了1年多，但是晚11点至早7点的营
业额明显增加了，大约一晚上能有
2000元。”倍全超市运营部负责人
说，倍全在高新区新生活家园开的
24小时便利店，从去年4月开业到现
在，已经实现了盈利。“毛利已经够
一天的成本。”该负责人说，24小时
便利店在济南正处在一个发展机遇
期。

即便今年主打24小时便利店的
佳合乐出现了关店潮，但记者联系
到该超市的前工作人员了解到，直
到关店前24小时店本身还是盈利
的，而且夜间盈利处在上升趋势中，
关店是由于各股东之间资金链条的
原因。

“24小时营业主要是水电和人
力成本。济南和一线城市比在这方
面是有优势的。另外就是客流量的
培养了，所以现在的24小时店铺主
要还是在历下、历城、天桥等区，偏
城市中心和东边，而且主要集中在
干道和娱乐场所附近。”上述倍全超
市负责人说。

娱乐业收益在北方城

市中算高的

济南的夏夜是有经济的。“串
都”带来了不少人流，吃饱喝足再到
KTV唱首歌，之后再去动吧玩，已
经成了一部分收入不低的济南人夜
晚的娱乐安排。

在《济南市城市商业网点规划
（2012—2020）》中，就提到重点将解
放阁以南、泺源大街以北一带区域

置换为商业发展用地，与现有银座
新天地夜店经济相连，打造济南不
夜城区域，使得泺源大街商业资源
和解放阁区域贯通，形成整体发展
优势。虽然目前这个规划还未完全
实现，不过泺源大街——— 银座新天
地一线的夜店经济已经发展得小有
规模。

“我们在济南的两个酒吧，营
业额并不低，虽然和南方经营了
十多年的酒吧没法比，但是在长
江以北的20多家连锁店里，济南
的这两家营业额还是靠前的。”7
日，银座新天地内菲比爱尚酒吧
的负责人金先生说，菲比酒吧在
济南总共有两家店，一家开了五
六年，因为生意不错，去年刚开了
第二家。在全国有100多家连锁店
的菲比酒吧中，济南的人气和营
业额在北方城市中算是不错的。

“酒吧一般都是晚上八九点开
始营业，”金先生说，原先菲比在济
南的酒吧也是凌晨3点左右关门，但

后来由于凌晨一两点还有客人来店
里，新开的店营业时间就延长到
了工作日凌晨4点，周五周六4点
半。“两年前，商务接待的客流比
较多，近两年商务客流减少了不
少 ，但 自 己 来 玩 的 年 轻 人 也 多
了。”金先生说。

银座新天地内高笙KTV的相
关负责人卢先生说，店里的营业
高峰期是晚上的8点至11点，之后
店员们到凌晨2点下班，不过夜猫
场可以继续唱到凌晨6点。唱夜猫
场的多数是学生，也不是主要的
营收时段。

“在银座新天地和附近的泺源
大街基本已经形成了夜间经济的业
态，餐饮、KTV、酒吧、住宿、便利超
市基本上实现了24小时转，能满足
全天的消费需要。”卢先生说，在历
山路口有烤串和便利店，银座新天
地和泺源大街有两三家KTV，两三
家酒吧，还有周边的各种级别的酒
店和饭店，可以说是一个不夜城。

不过，本报连续多年派出记者
探访夜间经济发现，济南的夜间消
费多年来主要还是集中在吃、喝、娱
乐等方面，在文化方面则较少。今年
刚开始有了一家24小时书店，但并
未每天24小时营业，还需要养人气。

夜间旅游业还有很大

发展空间

去年6月，济南市推出了零点公
交，数据显示，去年6月份零点公交
开通之初，每天的客流仅为1000人
次左右，7月增加到3000人次左右，8
月达到4000余人次。今年记者探访
时发现，零点公交的客流较去年有
所增加，日均能达到3500人次。

夜间公交并不是夜间出行的唯
一方式，济南的出租车多年来就已
经白班晚班倒，夜间在市区打出租
反而比白天好打。不过，夜间公交给
市民带了夜间出行的“安全感”。“至

少逛商场不用着急赶公交了，现在
很多商圈关门之后，都还有公交车。
逛完商场还能逛夜市，不用担心赶
不上车。”喜欢逛街的市民王女士
说。

另外，济南市的夜间旅游业则
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重庆、成都、
上海、广州等夜经济发达的城市，夜
间人气不少是由外地来的游客带来
的。而且济南周边多个城市都已有
了叫得响的夜生活名片，比如泰安
的封禅大典，淄博的夜游周村，枣庄
的夜游台儿庄……

“济南根本也没有夜间项目，以
前搞过夜游护城河，不过一直没搞
起来。”济南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王征说。“想赚游客的钱，那就得改
改现在济南景区的一些问题。”王征
认为，像趵突泉、大明湖等景区夜间
也该开放，如果能吸引游客晚上也
来游玩，周围的一些商圈就会被带
动起来，这也需要对景区、商场等进
行统一规划。

省体足球主题公园开放延至晚上9点，球迷大呼过瘾

夜夜间间开开放放体体育育场场馆馆不不多多，，免免费费的的就就更更少少了了济济南南的的夜夜间间旅旅游游
应应该该带带来来更更多多人人气气
专家：夜经济发达城市，外地游客贡献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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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发现，省城济南24小时夜经济发展十几年，仍处在养成夜生活、夜消费习惯的过程之中。目前带
动济南夜经济的除了夜市、娱乐业，还开始有了文化市场，但要改变济南人早睡的生活习惯，济南的夜经济还
要继续养。

本报记者 王皇 实习生 刘瑞雪

10日，省体足球主
题公园夜场进行灯光
改造后正式对市民开
放，将开放时间延长至
晚上9点。这对于热爱
踢球白天又没时间的
球迷无疑是个好消息。
记者调查发现，济南夜
晚对外开放的体育场
所并不是很多。

本报记者 张玉岩

实习生 张悦

夜经济

凌晨2点半，小吃摊客人不断。济南的夜经济基本就是餐饮、娱乐，形式比较单一。 本报记者 王皇 摄

10日晚，省体灯光球场，球迷们过了一把踢球瘾。 本报记者 张玉岩 摄


	C10-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