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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卡容易退钱难
健身房成“添堵房”

16

本报记者乌梦达、李德欣、樊攀、陈旭

2017 年 11 月 30 日，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动物
园区域的东鼎服装批发市场正式闭市，这标志着
我国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 动物园
批发市场（简称“动批”）疏解腾退工作完成。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时代，再出
发———“动批”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两会上近期透
露出的消息，未来这里将凤凰涅槃，成为一个金
融、科技等业态融合发展示范区。而陪伴了北京乃
至更多中国人几十年的“动批”，将彻底走入历史，
江湖上只留下“传说”。

从应运而生到不合时宜

35 万平方米要承载 10 万人次，

火灾及踩踏的危险让人细思恐极。数

据显示，“动批”年均给西城带来经济

效益约 6000 万元，但政府支付的管

理费用年均超 1 亿元

凌晨三四点，在北京城大多数人都还在睡梦
中时，位于北京市西直门外大街的动物园批发市
场率先苏醒，开始了一天的繁忙。

马路上，汽车鸣笛声、叫卖声、拉客声、手推车
与凹凸不平地面的摩擦声混杂在一起灌入耳中，
顾客们拿着、拖着一个或者几个黑色塑料袋仓促
行走……

1979 年出生的顾晓铮，是地地道道的北京
人，他对童年动物园的印象是动物、杂货铺和小
吃，“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动物园不仅是动物园，
还是个批发市场。”

上世纪 80 年代初，来自河北承德、保定、辽宁
等地的、多以拉板车为生的务工人员，利用业余时
间在北京动物园对面的西直门外大街南路摆地
摊、卖服装。

“市场成立初衷只是街道想解决部分人员的
就业问题。”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李云
伟说。彼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京的商业
流通领域刚刚开放，个体经营者迎来创业的春
天。这种地摊式的“马路经济”让他们淘到了在北
京的第一桶金。

“那个时候，‘动批’等市场业态对于活跃城乡
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北京市西城区常务副区
长、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孙硕说。

动物园东侧不远处就是西直门，那里有 1906
年建成的西直门火车站，1980 年建成通车的旧西
直门立交桥，1984 年建成的北京地铁 2 号线站
点。便利的地理优势加上从业者的商业嗅觉和吃
苦耐劳精神，让“动批”的“马路经济”不断成长。

“从一个个地摊，到退路进厅、退厅建楼、老楼
变新楼，动物园批发市场就这样慢慢做大。”孙硕
感慨道。

2005 年，北京市政府提出，将影响交通和环
境、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逐步调
整出中心城区，保留的市场加快调整经营方式，向
百货和超市等业态转型。

自此，以商城形式展现的“动批”迎来了属于
它的“黄金时代”。2013 年初的统计数据显示，“动
批”共有摊位约 1 . 3 万个，从业人员超过 4 万人，
日均客流量超过 10 万人，物流企业 20 余家。

这一区域形成了囊括东鼎、聚龙、众合、天皓
成、金开利德、世纪天乐等 12家大型服装批发市
场多足鼎立的局面，“动批”也成为这个市场群的
代名词。

“动批”有“动批”的规矩，买家要深谙砍价之
道——— 拦腰截、砍零头、放血切。“动批”老手在询
价时不会问“怎么卖”，而是“怎么拿”。

二三十元的小衫、不足百元的外套、讨价空间
不小的鞋子和配饰……秉持着便宜至上的草根消
费原则，充满市井烟火气的“动批”，吸引了周围高
校的学生、潮流热衷者们。甚至连诸多明星大腕也
加入到“动批”的淘货大军中。记者在“动批”采访
时，也偶遇了一位来淘货的央视著名主持人。

初冬中午，当记者走进东鼎服装批发市场时，
看到穿着黑色热裤、紧身上衣的导购小姐，站在半
米左右的台子上，先穿上一件短裙，不到一分钟时
间，又迅速脱下裙子。

这种用导购员做模特，快速给客户展示商品的
方式，成为许多商家的揽客之道。即使在网络营销
时代，这种直观的销售方式也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为了拥有稳定优质货源，做出自己的服装特
色，很多“动批”商户在南方都有自己的服装加工
厂。来自黑龙江的商户李玉国在广东有一个几十人
的厂子，“我自己雇人、请设计师做版式，找模特”。

“每天 6 点半开门，货一下子就会被抢光，手
里很多订单拿不到货。”火爆的生意也为商户们带
来潜力巨大的商机，“动批”商户李秀生算了笔账：
“2006 年进驻聚龙商城，那时候一个月投入 8 千
块可以滚到 50 万元，每年纯收入 80 多万元。”

赚了钱，李玉国把家里的六七个亲戚叫到北
京一起做生意。“一个 1 . 5 平方米的小吃摊位，摊
主安徽人，通过自己一个人把全家老小兄弟姊妹
近 10 口人都带来北京，巴掌大的摊位一年赚的钱
难以想象。”孙硕说。

李秀生从河南老家只身来到北京闯荡时，下
车时身上只有 20 多块钱，做过很多工作，吃了很
多苦，1995 年在妻子的带动鼓励下在“动批”做起
了服装生意。

“2001 年我刚来北京时没钱，租了一个档口，
到 2002 年时没钱继续做生意了，只能把老家的房
子卖了。”李玉国回忆。

“动批版”《中国合伙人》的故事每天都在上
演。白手起家、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
很多“动批人”形容自己创业初期经常使用的词
汇。如果熬不过创业初期，没有培养出固定的客
户，那么只有离开这一条路。

如今，李玉国在北京市二环附近买了房，李秀
生也在北京旁边的燕郊有了自己的家。

“每天早上 4 点半起床从燕郊出门，晚上 7 点
多才能到家。”这种高强度的生活方式让李秀生夫
妻俩顾不上孩子，身体逐渐吃不消，“工作环境很
差，铺面 3 平方米，连坐下来都很困难，加上商场内
人员密集，狭窄的通道和档口让人感到紧张窒息。”

“十几年前陪着女朋友去‘动批’淘货，到那里
就崩溃了，人太多了，有种缺氧的感觉，什么都找
不着，最后就回去了。”顾晓铮说拥挤是他对“动
批”的最深印象。

不仅“动批”商场内部秩序存在无序和混乱，
庞大的人流也给周围的交通带来了巨大压力，地
铁北京动物园站在周末、节假日时经常甩站通过。

“我们枢纽一半线路都得经过商场一侧，进
货、批货的车基本把路堵死了，公交车都没法进
站。”北京公交集团动物园枢纽站管理中心主任顾
磊说，人最多的时候，站台的工作人员都得手拉手
维持秩序。

“动物园待客最多一天是 10 万人，园内已经
是人头攒动；而‘动批’鼎盛时每天接待的顾客都在
10 万人左右，35 万平方米要承载 10 万人次，火
灾及踩踏的危险让人细思恐极。”李云伟经常为动
批的消防、治安等感到担忧。
数据显示，“动批”年均给西城带来经济效益约

6000 万元，但政府支付的管理费用年均超 1 亿元。
除了“动批”，大红门、新发地等批发市场也面

临着同样问题。2000 年至 2010 年间，北京市每年
增加人口 70 万。人口增多、资源有限，“大城市病”
的问题矛盾凸显，治理和解决成为当务之急。疏解
非首都功能，成为重要手段之一。

《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 年-2035 年)》中提
出，疏解腾退区域性商品交易市场，严禁在三环路
内新建和扩建物流仓储设施，严禁新建和扩建各
类区域性批发市场。

2013 年 12 月 3 日，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成
立，2015 年 1 月，“动批”等市场疏解时间表公布。
此后一年，北京调整疏解了 350家商品交易市场。

共识：疏解是大势所趋

产权方、市场方和商户，都是从

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这

个过程非常艰苦，但到了今天，大家

基本形成共识

对大多数“动批”商户而言，疏解搬迁的消息
是个大冲击。李玉国说：“刚知道的时候心都要跳
出来了，没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015 年 1 月 11 日，天皓成服装市场闭市，成
为第一家闭市的“动批”市场。

一个商户在聚龙商城闭市后搬到天和白马，天

和白马闭市后搬到东鼎，为了不离开北京，他不停
寻找着新的商铺，“只要商城开一天，我就干一天”。

12个市场的疏解，对于商户、市场方、产权方和
政府而言均是一场博弈和挑战。这个过程中有利益
调整，而实现各方的均衡则考验政府的治理智慧。

孙硕说，要想成功完成疏解，首先就要理清疏
解背后的复杂关系。他解释，拆迁是指政府或企业
单位用钱购买的所有权，本质上是买卖所有权交
换的关系，但疏解腾退不是。“动批”的房子是由产
权方把房子租给市场方，市场方租给一手商户，商
户之间还能转租，“最多我们见过五手转租”。

“每个市场的历史、实际情况不一样，每一个
楼的疏解都是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但保障商户的
基本合法利益不被侵犯，是疏解工作的出发点。”

万容天地服装市场于 2012 年 8 月开业，北京
建筑大学是其产权方。北京建筑大学有关负责人
介绍，万容天地服装市场的疏解从 2014 年 3 月持
续到 2017 年 6 月。从最开始的升级改造到后来要
把市场完全疏解，方案也经过多次调整，他们共参
加政府、学校和商户三方会谈 40 余次。

万容天地的商户将商铺彻底腾空后，便可与
市场方签订商铺租赁的解除合同，获得补偿。补偿
的大概标准为，对 20 年期租约的商户，扣除 2 年
租金；对 5 年期转 20 年期租约的商户，扣除 2 年
3 个月的租金，其余租金补偿退还。

“学校与北京市财政局、西城区政府等多方一
起募集资金，尽量保证和满足商户们的合理需
求。”北京建筑大学资产公司党政办主任杨举说。

56 岁的李云伟原是西城区商委副主任，
2016 年正式调任北展地区建设指挥部，任副总指
挥。由于指挥部是临时机构，办公就租用附近的快
捷酒店，李云伟的办公室很狭小，还有与办公环境
格格不入的双人床、小桌板、电视机。

为了完成聚龙的疏解，李云伟在最忙的时候，
天天住聚龙，谈、聊、磨，跟各方拉近感情，把这辈
子的话都说了，跟很多人都成了朋友。

“有一天，去聚龙市场，50 米的地下通道我歇
了两回——— 憋得上不来气。”李云伟回忆，还得亏
聚龙的市场方负责人老高提醒，“哥们儿，你得赶
紧看看呀，估计是心脏的问题。”

李云伟说：“我还是挺有福气的，虽然咱干的
是把人家疏解走的事，但人家还是很体谅我们的
工作，这一句话的提醒就保住了我的一条命。”后
来李云伟去了医院，安了俩支架。“得，您看，我这
不又满血复活了！”

李云伟说道：“任何一个市场，产权方、市场方
和商户，都是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支持到支持，
这个过程非常艰苦，但到了今天，大家基本形成共
识——— 疏解是大势所趋。”

形成共识，就有了合力，李云伟告诉记者：“我
感觉，2017 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工作提速非常
快，各项工作、各个部门都是撸起袖子加油干。”

2017 年一年，7 月万容和众合闭市，8 月万
通闭市，9 月天意闭市，10 月世纪天乐闭市，11
月最后两家天和白马和东鼎闭市，市场闭市步伐
越来越紧。

天和白马闭市前，记者多次前往商场。和往日
熙熙攘攘的人潮相比，此时的“动批”人流明显减
少。商场外贴着疏解公告，挂出了疏解倒计时的牌
子；商场内商户们纷纷打出“撤摊狂甩”“一条不
留”等标语。闭市当日，商家们站在高台，手里拿着
服装卖力地叫卖着，得知天和白马疏解的顾客涌
进商场。这一日，似乎又回到了天和白马鼎盛之
时，但转头一看，已经有商户将自己的档口清空，
留下一两个纸壳在地……

“疏解这么多批发市场，最让我难忘的是‘天
意’的最后一天。”提起那天的情景，李云伟不禁仰
头望天，陷入回忆中。

“那天，五六首老歌来回放，人们跟着唱，像开
演唱会，像老友聚会。在市场里溜达六七个小时根
本不累，你碰我一下，我撞你一下，都没关系，大家

相视一笑。互拍的、自拍的，90% 的顾客都在照
相。购物只是怀旧的一部分。有人大老远赶来，
就买了一双袜子，是个意思，留个纪念。虽说 18
点就关门了，可是 22 点还有市民要进场。大伙
都不愿走，好多人都流泪了，《难忘今宵》一直唱
到夜里 1 点 30 分。我当时拍了好多照片，看着
最后一个客人离开，看着大门最后关上，百感交
集，眼圈湿润……”李云伟说着，眼圈也湿润了。

最终，“动批”疏解了摊位 1 . 2 万余个，从业
人员 4 万余人。

商户孔凤霞 19 岁来到了“动批”，如今已经
为人母；李玉国 30 岁出头来到了“动批”，现在
刚有了孙子。孔凤霞说：“‘动批’让我变得超级勤
快，各种压力逼迫我学会生存下去。”

孙硕说：“特别感谢‘动批’各市场方和商户，
他们到这里的时候不少是豆蔻年华，几十年下
来不少人都步入中年，青春和汗水都留在了这
个地方。当然‘动批’也回报了他们敢于探索、拥
抱市场的成功。未来在河北或者别的地方，他们
还将用他们的创新、勤劳去书写新的历史。”

换个地方照样生根发芽

在燕郊“东贸”，有商铺最高流

水一天近 30 万元，接近“动批”世

纪天乐的情况

在天安门以东 30 多公里的河北燕郊，通燕
高速燕郊出口 50 米路北，便是东贸国际服装
城。而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个珠宝城。

“疏解工作就像嫁女儿一样。”孙硕说，“动批”
商户在历史上是给北京、西城的商业市场做过贡
献的，疏解非首都功能并不是要把这个产业往外
“扔”，只是因为在首都核心区不适宜有批发市场
这样的业态存在，但其他地方是需要他们的。

“2015 年开始疏解，也想换地方，但没有合
适的。”李秀生和其他商户们开始思考该到哪儿
去。河北沧州、白沟、燕郊和天津等地均打开怀
抱，吸纳他们。

“动批”的离开，是北京重塑首都功能的必
然，河北天津的承接，既是市场的选择，也是京
津冀协同的结果。

商户在寻找，政府也在牵线。西城区政府主
动与各承接市场所在地的政府联系，签订协议，
把信息推荐给商户，跟踪各地给“动批”商户优
惠政策的落实。

“我们沿着北京周边找，最后发现了燕郊东
贸商城，但那时的东贸还是个珠宝城。”李秀生说，
燕郊的地理位置和商城的条件都非常适合做服
装生意。于是，商户们主动与东贸商城联系。

“2016 年 8、9 月份的时候，有商户在寻找
承接地时找到了我们，我们考察了全国各大批
发市场，再加上珠宝城合同临近到期，2016 年
底就决定改做服装批发。”东贸商城常务副总经
理王玉宁说，东贸国际服装市场在短短一年时
间内实现从无到有。

走到东贸就能看到大大的红字标语“动批
来东贸”。王玉宁分析，和其他几个承接地相比，
燕郊离北京更近，“很多商户在‘动批’几十年，都
不太想离开北京”，并且还拥有相当的人口居住
量，这成为东贸吸引商户外迁的重要原因。

李秀生多方考察后认为东贸商城非常适合
搬迁，就发动身边商户一起搬到燕郊，光他自己
就带动了 300 多个商户。

孔凤霞 2010 年就在燕郊置办了房子，在家
门口开店为她节省了交通成本，“原来每天从燕
郊来回北京花 120 块钱，早上 5 点起床，6 点出
发，不堵车 1 个小时，堵车 3 个小时。”

在其他商户都在寻找合适新的商城时，李
玉国没重新开店。他说服装批发这个行业是需

要“养”的，如果没有三五年，商场聚不起人气
儿，商户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稳定批发顾客，那
么生意很难维持。

东贸商城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为此，他们
组织商户包机到广州十三行和江苏常熟洽谈生
意，积极对接上游厂家，保证货源的数量、质量
和价格，还派人邀请北方的零售商户到东贸拿
货，每天有专车从“动批”、大红门和地铁潞城站
接送前来拿货的商户，发放代金券，刺激和开拓
商户们的下游。

王玉宁透露：“目前，东贸商户量接近 3000
户。目前有的商铺最高流水一天也近 30 万元，
已经接近‘动批’世纪天乐的情况。”

东贸商城还在尝试从商城层面做电商，曾
经被互联网冲击的批发零售行业，正在积极主
动地加快自己的转型调整，适应和拥抱互联网。

扶上马，送一程。李云伟最近还收到了邀
请，参加了一个动批商户的开业典礼。

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疏解非首都功能，不意味着北

京就不发展了，而是北京要更好、

更高质量的发展

商户们走了，楼空了，人也少了，“动批”安
静了下来。

“之前公交站和公交上经常出现的拥挤没
有了。”顾磊提供了一个数据，以 103 路公交为
例，“动批”存在时，这条线路每天客流量 1 . 7
万，现在客流量下降到 1 万左右。

2018 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 40 周年。将
改革进行到底，是对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好的
纪念。在这个时代的节点，“动批”也将迎来全
新蜕变。

按照北京市和西城区的规划，“动批”区域
未来将是一个科技、金融等融合发展示范区，投
入业态可能是金融、科技、服务、文化，“进来的
必须是符合北京发展之道的‘白菜心’。”目前，除
了天皓成商城已经转型为宝蓝金融创新中心以
外，其他都还在规划之中。

顾晓铮的公司此前在中关村，他没想到会
在曾经觉得人山人海的地方办公，想要换个更
大办公场所的他有一天开车路过，无意间看到
了招租广告。在和宝蓝商谈两个小时后，就确
定落户宝蓝。“这里的地理位置好，方便。”他的
公司主要做工业无人机，公司目前还属于初创
后期。

宝蓝创新中心总经理李然介绍，目前，宝蓝
金融创新中心已经容纳企业 9 家，出租率
80%。包括 1家国家级众创空间，1家互联网金
融企业，其余 6家均为科技型企业。

“动批”的“腾笼换鸟”，是北京这座 3000 多
年古城为让城市更美好而不懈努力的缩影。疏
解非首都功能，不意味着北京就不发展了，而是
要转向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和李玉国一起奋斗的亲戚回老家了，李玉
国没走，在北京近 20 年，他已经习惯了这里。他
说想等等，开个餐饮店，“吃饭总是每个人都需
要的！”

李秀生在东贸有了两个宽敞的档口，在接
受采访过程中，他不时接到商户打来的电话，俨
然成为东贸商户们的“老前辈”。

孔凤霞有了更多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和
以前相比，她做到了照顾孩子和生意两者兼顾。

……
生活，也许出乎意料，但每个人都在继续走着。
孙硕说，再过几年，当大家再来的时候，这

里已经不叫“动批”了，“但再过几年，它必将实
现凤凰涅槃。”

2017 年 11 月 30 日,动物

园批发市场疏解腾退工作完

成。未来这里将凤凰涅槃，成

为一个金融、科技等业态融合

发展示范区

“动批”的“腾笼换鸟”，是

北京这座 3000 多年古城为让

城市更美好而不懈努力的缩

影。疏解非首都功能，不意味

着北京就不发展了，而是要转

向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 11 月 30 日，北京东鼎批发市场内，一家商户在利用撤离前的最后时间甩卖商品。至此，北京“动批”正式谢幕。

新华社记者罗晓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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