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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 李后强

四川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副主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成都市社科联主席

夜间经济源远流长，几乎与人类诞生同

步。没有电灯之前，人类在月光、星光、烛光和

油灯的照耀下进行经济活动。电灯的发明改

变了世界，黑夜不复存在，日光无限延伸，昼

夜实现了完美统一，地球从此成为灿烂的“不

夜村”。夜间经济是亲情经济、是诗意经济、是

心灵经济、是美丽经济、是幸福经济、是和谐

经济、是民生经济、是品牌经济、是量子经济、

是未来经济，是世界“波粒二象性”的精彩展

现，是精神性、文化性、体验性和物质性的耦

合、协同、叠加和跃升。

夜间经济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以后

的新需求、新业态，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增

量、新拓展。经济学规律表明，高收入国家人

均 GDP 与外贸依存度之间是反向关系，随着

人均 GDP 提升，进出口值占 GDP 值的比重

会逐步下降，这是大国经济演化的客观规律，

因此必须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我国出口增

加值 2006 年占 GDP 值的 36%，到 2019 年只

占 GDP 值的 18%。展望 2035 年，居民消费率

将从现在 39%提升到 60%，其中服务消费在

总消费中占比从目前 44%提升到 60%。为融

入新格局，推进双循环，激活新内需，各地政

府纷纷亮出了夜间经济王牌，推动了夜间消

费需求的级数增长，中国夜间经济的总体规

模越做越大，2021 年将超过 36 万亿元，目前

正以 20%的速度增长，预计到“十四五”末，中

国夜经济将突破 60 万亿元。夜间消费占全天

消费比例超过 36%，夜间经济逐渐挑起消费

大梁。北上广深等经济发达区域，夜间经济业

态多样、内容丰富，在传统美食、购物、酒吧、

康养、运动、培训、KTV、阅读等业态基础上，

融入了大数据、智能机、灯光秀、研修会、大表

演、街道舞和江河游等新内容，形成了城市新

的网红打卡地和文化名片。

第一，量子经济学正在呼唤中前行
夜光经济学的量子假说属于量子经济学

范畴。199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SSc原
holes 建立关于股市期权定价模型，开了“量

子经济学”的先河。随后全球博弈论领域的著

名人士 Stephen Char 以“量子经济学”为理

论基础，推演出全球最前卫的“量子经济”模

式。他们认为，量子经济学是专门研究、揭示

经济事物量变规律的科学。对经济事物质变

规律的研究与揭示是由裂变经济学、聚变经

济学来完成的。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

学都应该属于量子经济学的范畴。人是自然

的组成部分，人的全部行为都由自然规律所

决定。由于经济活动是由人来完成的，个体的

人具有思想意识和兴趣偏好，每个人的想法

都不一样，从全社会系统来看，每个人都是一

个随机运动的“粒子”。物理学家早就证明经

济系统内部存在“混沌”，叫“确定性系统中的

内部随机性”。量子经济学必须解决一些悬而

未决的老问题，比如“质能关系”“经济能量”

“经济力”等。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1998
年 Ilinski 用量子场论的方法来描述金融市

场，他将金融市场描述为由投资组合构成的

“金融场”，其中的一个坐标描述组合的价值，

其他的坐标描述在组合中各种资产所占的比

例，而金融行为被当作在这个场中的运动。通

过确定“金融场”的规范(gauge)变换———主要

是资产的价格单位，他运用场论方法推导了

资产价格和资金流量随时间演化的方程。当

资金流的速度为无穷时其结论就退化为经典

数理金融中的结论。不同于 Ilinski 的工作，

Schaden 提出了从量子理论的角度处理金融

问题的新观点。他用市场参与者持有的资产

数和现金数作为基矢来构造金融市场的状态

空间，市场的不确定性由态迭加原理来刻画。

他用持有数的增加和减少来定义生成算子和

湮灭算子，由此用量子理论的方法导出了市

场演化的 Schrdinger 方程。在这种描述中，他

强调交易在市场中的作用，把市场的运作归

结于市场参与者对资产的持有数，通过持有

数的变化来描述市场的行为。这与现代金融

理论通过资产的价格来描述市场的演化是很

不相同的。由于量子模型在逻辑上比随机模

型具有更大的普适性，量子模型有望能更好

地揭示市场的金融含义。

第二，党中央高度重视量子科学
的发展

2020 年 10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充

分认识推动量子科技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加强量子科技发展战略谋划和系统布局，

把握大趋势，下好先手棋。他指出，近年来，量

子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成为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前沿领域。量子力学是人类探

究微观世界的重大成果。量子科技发展具有

重大科学意义和战略价值，是一项对传统技

术体系产生冲击、进行重构的重大颠覆性技

术创新，将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方向。要系统总结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成功

经验，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深入分析研判量

子科技发展大势，找准我国量子科技发展的

切入点和突破口，抢占量子科技国际竞争制

高点，构筑发展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加快营造推进量子科技发展的良好政策环

境，形成更加有力的政策支持。要保证对量子

科技领域的资金投入，同时带动地方、企业、

社会加大投入力度。要加快培养把握世界科

技大势、善于统筹协调的世界级科学家和领

军人才，发现一批创新思维活跃、敢闯“无人

区”的青年才俊和顶尖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提高量子科技理论研究成果向实用化、

工程化转化的速度和效率，积极吸纳企业参

与量子科技发展，引导更多高校、科研院所积

极开展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发，促进

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发展，学习新知识，掌

握新动态，做好重大科技任务布局规划，优化

科技资源配置，采取得力措施保证党中央关

于科技创新发展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第三，夜光经济的诗意性与量子性
夜光是指夜晚某些大自然物体发光，包

含星月之光、萤火虫、夜明珠、荧光粉等物体

的闪光现象，在古人那里颇有诗情画意。《楚

辞·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王逸注：

“夜光，月也。”晋王嘉《拾遗记·炎帝神农》：

“筑圆邱以视朝日，饰瑶阶以揖夜光。”唐张乔

《再题敬亭清越上人山房》诗：“石窗清吹入，

河汉夜光流。”唐寒山《诗》之二八一：“白云朝

影静，明月夜光浮。”晋潘岳《萤火赋》：“翔太

阴之玄昧，抱夜光以清游。”清和邦额《夜谭随

录·碧碧》：“俾子蜕蜣丸而化为蠽蝒，化腐草

而为夜光。”晋葛洪《抱朴子·祛惑》：“凡探明

珠，不於合浦之渊，不得骊龙之夜光也；采美

玉，不於荆山之岫，不得连城之尺璧也。”南朝

梁任昉《述异记》卷上：“ 南海有明珠，即鲸鱼

目瞳，鲸死而目皆无精，夜可以鉴，谓之夜

光。”唐卢照邻《五悲》：“何异夫操太阿以烹小

鲜，飞夜光而弹伏翼。”

夜光中的月光，是从月球照射到地球的

光线，这些光线并非发源于月球，实际上是源

自太阳光。但是，月球并不是像镜子一样的反

射阳光，而只是将照射在表面的部分阳光散

射回太空。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月光是许多神

奇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狼人在满月时

的变身。《诗·陈风·月出》：“月出皎兮。”毛传：

“皎，月光也。”唐韩愈孟郊《遣兴联句》：“我

心随月光，写君庭中央。”《宋史·陆佃传》：“（

陆佃 ）居贫苦学，夜无灯，映月光读书。”朱自

清《荷塘月色》：“没有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

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

还是淡淡的。”

夜光经济是中国文化的阴阳之道，是日

和月融合的“明”经济的一部分，从太阳落山

的 6 点到第二天太阳升起的 6 点，是夜光经

济的领地，是月光经济，其余为日光经济，日

月两面，为阴阳之道。夜光不是人造太阳，不

是太阳加班，不是白天的延续，现在流行的简

单的“灯光经济”和政绩工程式夜间经济，是

白天延续经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夜光经济，

是夜光经济的误区。夜光经济本质是人的另

一面，是城的另一面，是时间的另一面，是空

间的另一面，是精神性、文化性、体验性、物质

性的叠加与升华。夜间活动构成完整的人。白

天是工作挣钱，夜晚就快乐花钱，这样才构成

完整的一天。“明光经济”（全时经济）是由“日

光”和“月光”经济构成。

夜光经济是心灵经济，美心、开心、静心、

修心、暖心。夜光经济的消费与白天相比，更

直指人心，更加温馨，更讲究人性化消费，人

性化服务，更体现高质量发展水平。

夜光经济是美丽经济，自始至终充满了

美感，充满了魅力。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量子

纠缠的消费力场，它包括美、情、康、慧、商、场

六大要素谱系形成的月光画卷，是美丽、情

调、康乐、智慧、商业、场景六方面的聚变与裂

变效应。

夜光经济是幸福经济，一个地方的夜经

济繁荣程度，一个地方的夜光经济指数体现

了一个地方人的幸福指数，是近者悦远者来

的旅游场与当地的生活场工作场“三场融

合”，是当地民生与诗和远方的结合。

夜光经济是和谐经济，是一个地方资源的

可持续的利用，是消费的分时分流。体现了时

空的和谐，是日月星辰和地球的和谐对话。夜

光经济里是以低碳低耗绿色理念对夜资源的

科学开发，特别注意夜生态，规避夜污染，对夜

污染中的光污染、声污染和垃圾污染的科学规

避，绝不能出现白天不懂夜的黑，而是要白天

恋上夜的黑，白天懂得夜的黑，夜晚也要懂得

白天的白，坚持动静辩证，黑白统一的哲学观。

夜光具有量子特征。量子是最小的能量

单位，一份极小的能量。光子，具有波粒二象

性。夜光就是量子，是温柔的量子，诗性的量

子，神秘的量子。她最小，也是最大，没有质

量，但有能量。月光没有热度，只有柔度。让人

更加向往，使人释放激情，甘愿花钱。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双核成都和重

庆，是有深厚夜生活文化背景的城市，与国内

一线城市相当，其独具魅力的巴蜀文化和夜

生活习俗，让我们拥有了夜光经济的富矿。成

渝以巴蜀文旅走廊为月光轴，以沿线城市群

为星，以双核为月，打造具有世界知名度美誉

度的巴蜀夜光经济带，形成四季星光灿烂，星

月辉映的巴蜀夜光经济画卷，天府之国又添

“天府之月”世界级文化名片。

第四，夜光经济的十大量子定律
量子是世界的本质，牛顿力学是描述宏观

世界的手段。从思想源头上讲，量子科学是针

对微观世界的理论，至今还没有建立成功的完

备的“量子经济学”。但是，宏观世界的基础是

微观世界，夜光经济是“物质波”在宏观世界的

完美演绎，“波粒二象性”折射了人类活动的两

重性，揭示了经济学的双重性。如果我们把政

府设想为磁场或者光源，那么根据量子理论可

以提出夜光经济如下“十大量子原理”。

第一定律光电效应———政府投入能量越

大，夜光经济越发达。这实际是光电效应，即

光的能量（不是强度）越大（波长越短），产生

的电子越多，电流越大，爱因斯坦因此获得诺

贝尔奖。

第二定律宝石效应———只要有政府给一

点光亮，夜光经济就会呈现五彩缤纷的发展，

政府应该搞光亮工程。这是宝石中的九大特

殊光学效应（星光效应、月光效应，晕彩效应

等）的总称。

第三定律克尔效应———政府等量的资金

投入，对于夜光经济来说民营企业的产出高

于国有企业的产出，因为体制机制不同。这是

磁场光学三阶非线性效应，指介质在电场作

用下，沿平行和沿垂直于电场方向偏振的光

波的折射率 n' 和 n"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它们

之间的差值 驻n 正比于电场的二次方，从而出

现感应双折射现象。 咱下转 P2暂

承担安全责任
企业不能“讲条件”
■ 何勇海

“安全帽 30 元、劳保鞋 70 元、劳保服 100

元，共计 200 元。”福建省龙岩盛丰机械制造

公司的操作技术员陈佳欣至今保存着一张公

司财务部门出具的押金条。记者调查发现，部

分工程、制造行业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强制职

工入职时交劳保用品押金。不交押金，工人非

但领不到安全帽等劳保用品，还将面临难以

入职的风险。

前几天，有媒体报道了一些工矿企业和

建筑单位“流行”发放安全帽补贴，宁可多发补

贴，也要让工人自行购买安全帽。这是为何？原

来，对企业而言，买安全帽的钱并不是一笔大

的成本负担，安全帽背后的安全责任才是最大

的“负担”，因为包括安全帽在内的劳保用品种

类繁多，品质千差万别，什么样的安全帽能达

到安全标准，企业采购人员自己心里都没底，

便把这个“麻烦”转嫁给工人，“安全帽是你自

己买的，安全问题你自己负责”。

如今，媒体又曝光了一些企业向工人强

收安全帽等劳保用品的押金，这同样让人感

到怪异，正如一些工人的疑问，“领一顶安全

帽，为什么还要交押金？”“让企业无条件地给

一顶安全帽，为什么这么难？”

据介绍，企业强收劳保用品押金，一方面

是为稳定职工队伍，降低工人流失率。工程、

制造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需求量

大、员工流动性强，企业将押金的退还条件与

劳动者在本企业的工作年限挂钩，就可以让

自己有“安全感”。另一方面，是为让职工为企

业降低劳动成本买单，因为不退押金的原因

包括安全帽破损，领用、退回时编号不一致

等，企业倒闭也不可能退押金。

无论是发补贴让工人自购安全帽，还是

强收安全帽押金，都是责任转嫁。根据劳动法

等，劳动安全是用人单位不可推卸的责任。用

人单位必须为劳动者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

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劳

动保护用品必须以实物形式发放，不得以货

币或其他物品替代。而且，为职工免费提供或

更换已损坏、已到使用期限的劳保用品，同样

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句话，企业在承担

安全生产责任方面不能“讲条件”，侵害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

即使只是为稳定职工队伍，强收劳保用

品押金也不可取，强收押金反会给职工带来

疑惑和不安，甚至导致职工“用脚投票”，拍屁

股走人。

一些企业劳保用品方面大搞变通，大甩

责任，转移成本，表明相关部门必须强化督促

检查，对连小小安全帽都要节约成本的企业，

要严格追责问责。一些违反法律法规的土政

策、潜规则不清除，职工的安全就难有保障。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对劳保用品的生产

和流通要加强监管，通过建立完善原料进厂

查验、过程质量控制、成品出厂检验以及产品

质量追溯等制度，全面落实生产主体责任，并

严肃打击制假黑窝点；加大对流通领域的监

督抽查力度，加强采购进场监管，禁止质量不

合格、资料不齐全或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劳动

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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