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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元旦小长假期间天
气晴朗，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各商
家也紧抓节日消费黄金期，推出了
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锡城消费
市场迎来2021年的“开门红”。

小长假首日晚上7点多，在茂
业天地新开业的爱8寸披萨店，客
人络绎不绝。过了饭点，依然有不
少人在门外等座。当天包括服饰、
珠宝、餐饮等在内的10余家新店
在茂业天地一齐开张，加上“给力”
的开业酬宾活动，吸引了市民前往
尝鲜,将近晚上9点，商场停车场
内依旧停满了车。

为了赚得新年第一桶金，商家
们的元旦假期促销活动从2020年
12月31日就拉开了序幕。八佰伴
为顾客送出了心愿红包和新愿盲
盒；大东方百货推出了线上1.1倍
升级购、年货大集、抽奖迎购物金
等系列活动；恒隆则通过美陈布展
来加强节日氛围。诸如消费满额
抽奖、银行刷卡活动、黄金珠宝满
减、限量热销款、限时折扣、新品首
发等活动更是连续不断。一些商

家还利用社团网络号等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来扩大影响，或是把
原来促销活动的费用直接让利给
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劲爆价商品吸
引购买力，带动销售作用明显。

据商务局监测数据显示，元旦
3天梁溪区的9家重点商贸流通企
业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0.16%；惠山百乐广场、五洲国际平
均销售额同比增长25.12%，平均
人流量同比增长27.95%；江阴4家
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节日期间销售
额同比上升10.38%；宜兴华地百
货日均客流量超2万人次，日均销
售额超400万元。

与此同时，各大超市或自建渠
道、或依托合作伙伴，把超市搬到

“线上”，实现了线上线下的无缝对
接。“线下体验感强，线上便捷度
高，二者流量相互拉动，覆盖了更
大范围和更多年龄段的消费者。”
欧尚超市相关负责人表示。线上
线下的“全渠道”为超市带来了销
售额的增长。滨湖大润发元旦首
日同比增长26%，惠山大润发、华

润万家元旦期间平均销售额同比
增长36.21%，平均人流量同比增
长66.14%。

“今年元旦以家庭类消费为
主。”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像
暖冬服装、生活用品、智能家电以
及家用汽车等成为热销品类，部分

电器卖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三成。 （祝雯隽）

上图 元旦小长假，紧邻古运
河水弄堂的南门头上美食街吸引
了大批市民和游客的光顾。

（卢易 摄）

消费市场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 口罩下，人们有序观
演，静享假日时光。今年元旦假
期，锡城各大文化场馆集中推出了
一大批优秀文艺演出和展览活动，
电影市场也迎来“开门红”。

《送你一朵小红花》《温暖的抱
抱》《拆弹专家2》……在假期中悠
闲地看一场电影，成为不少市民的
选择。昨天中午，融创万达影城
内，市民“打卡”热情高涨，“全家总
动员”看电影的不少。据了解，
2021 年元旦无锡单日票房突破
537.8 万元（以下票房均含服务
费），截至记者交稿，无锡元旦档票
房达1562万元（2020年 12月 31
日-2021年1月3日）。“《送你一朵
小红花》表现最亮眼，上映4天无
锡票房505.7万元。”无锡百丽宫影
城负责人陈薇表示。

演出市场也不遑多让。音乐
剧《小说》一票难求，话剧《断金》三
场座无虚席，元旦期间的杂技剧
《天鹅湖》上座率也有7成，更有不
少观众从外地驱车前来观赏。无
锡大剧院运营中心总监崔建彬表
示，最近演出市场还是很热的，大
部分演出上座率都达到了8成。

除了看电影、赏演出，还有不
少市民选择到文保景点“约会”一

场展览。昨天，市级文保单位云薖
园打破了往日的平静，一场以花草
树木为主角的艺术展——“草木清
尚”吸引了游人的关注。元旦当
天，国保小娄巷佚园内，“蔡俊三个
人画展”开幕，诸多文艺界人士和
游客慕名而来。老宅里，观众们静
静赏画，感受着笔墨之韵，体味着
画中之道。

记者发现，无论是观展、观影
还是观演，市民对疫情防控一点也
不放松。昨天，在阖闾城遗址博物
馆，来自常州的金先生一家自驾来
无锡玩，他说考虑到减少人员聚
集，特意选择了开阔的景区，从常

州一路过来沿途欣赏了太湖美景
后，专程到阖闾城遗址博物馆参
观。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金先生
顺利扫描了苏康码。博物馆里，观
众们都佩戴口罩。各个展厅均配
备了安保人员，会及时提醒观众参
观时注意保持距离。相较于开放
式景区和空间宽敞的博物馆，无锡
大剧院较为密闭，记者看到，入口
处有专人对观众进行测温，查验

“健康码”和行程记录。据了解，大
剧院采取实名制购票，观众凭票和
身份证入场，确保每张票对应到每
个人。

（陈菁菁）

电影市场票房亮眼 文保景点展览丰富

市民乐享假日文化大餐

日前，653名无锡地铁员工拿到了新房钥匙，即将乔迁新居。今年是无锡地
铁第三年配租公租房，本次交付的公租房主要分布在东璟家园和毛湾家园，共计
568套。租住人员均为来自地铁集团的专业技术人才，99%为外地职工，公租房

“筑巢引凤”，为他们在无锡安家落户搭建了“绿色通道”。 （孙倩茹 摄）

公租房“筑巢引凤”

本报讯 公共绿地是美化城市
环境的亮丽风景，却有市民不注意爱
护，往绿化带里乱扔塑料袋、纸巾、空
饮料瓶等白色垃圾，更有甚者还往绿
地里偷倒建筑垃圾。记者日前获悉，
自上月初起，环卫保洁单位对小游园
和道路沿线绿地林带开展环境卫生
专项整治，全面清理积存垃圾，并开
展日常保洁。

在青祁路清理现场，环卫保洁工
人用长柄夹钳将烟头、烟盒、塑料瓶
等杂物一一夹出，再用工具将塑料袋
等有尘土泥沙压着的积存垃圾清出
来，并及时清运走。现场还有一些
人为偷倒的建筑垃圾和废弃家具散

布在绿化带里和人行道上，工人使
用铲车清理完毕后，再用小型冲水
车对路面的残留泥沙进行冲洗。相
关负责人介绍，自开展公共绿地环
境卫生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滨湖区
环卫处共清理整治小游园及绿化带
40余处，清理出垃圾杂物250多吨，
共计46车次。

经过各环卫作业单位工人加班
加点进行清理转运，公共绿地保洁状
况有了明显改善。接下来，城管执法
部门将安排人员对公共绿地进行巡
查，一旦发现问题，及时通知作业单
位处理。

（范绪锴）

环卫净绿 清除250吨垃圾

本报讯 日前，全市100家单位集
中签约加入无锡市“厕所开放联盟”，包
括酒店、医院、超市和商业广场等。

目前，我市城市建成区共有环卫
公厕994座，旅游厕所400多座。这
两类厕所都有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建
设标准、如厕环境、服务水平逐年提
升。但是，面广量大的社会公厕处于
自建自管状态，基础设施、服务水平参
差不齐，有些还不向单位职工以外人
员开放。推进“厕所开放联盟”建设，
正是发挥社会公厕积极作用，解决部
分地区政府公厕分布不均、配套不够
等问题的公益之举，也是按照统一标
准提升社会公厕管养水平的有效办

法。
除此前已经对外开放内部厕所的

一些单位外，其他签约入盟的单位于
1月1日起逐步按照相关标准免费开
放内部厕所，不得擅自关闭或无故停
用。后期，无锡环卫处将会同各级城
管部门，通过不定期检查、听取市民意
见等方式加强日常监管，对服务做得
好的入盟单位进行通报表扬，并做好
公益宣传。

“社会厕所加入‘厕所开放联盟’
是城市文明程度提高的反应，争取明
年全市加入联盟的单位增加到500
家，惠及更多区域和市民。”无锡环卫
处负责人说。 （范绪锴）

厕所开放 100家单位签约

最近，一组无锡“90后”公交司
机自创的“关爱老人”漫画亮相76
路公交车，这些漫画总结了线路司
机们日常的操作经验，诠释了公交
司机“关爱老人五步操作法”，引发
不少市民乘客关注点赞。日益完善
的公共交通为老年人的出行创造了
便利条件。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不
能忽视安全问题。“关爱老人”漫画
走红，正是因为唤起了人们对老年
人出行安全的关注。

随着机动车、电动车不断增多，
交通环境日益复杂，老年人的出行
安全面临的危险因素也在增加。老
年人行动和反应较年轻人迟缓，难
以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容易成
为超速、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受
害者。公共交通适老化服务不够完
善，也会导致老年人乘坐公共交通
时，发生磕磕绊绊甚至摔伤。比如
乘坐公交车时，老年人上车尚未坐
稳司机就突然加速，很容易造成老
年人摔伤。再加上一些老年人本身
交通意识淡薄，随意乱穿马路、闯红
灯、逆行等等，都是交通事故多发的

重要原因。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也是子女们深
深的挂念。守护老人出行安全需要
城市释放更多善意关怀，提供更多
贴心服务。公共交通应该做好司乘
配合，避免急刹车现象，并注意老年
人上、下车时不要催上催下，确保老
年人乘车的安全。做好服务的同
时，还可以多开动脑筋借鉴常州
BRT运营车辆、苏州有轨电车等新
的更加安全高效的公共交通模式，
更好地守护老年人出行安全。

（王皖杰）

用更贴心服务守护老人出行安全

寄畅快语

日前中午，老年居民来到金匮街道五
星家园二社区扶残助老幸福餐厅就餐。天
气寒冷，选择到幸福餐厅就餐的社区老人
比平日里增加不少，街道和社区提前准备，
精心设计了寒潮期间的菜单，让居家养老
的老人们吃得暖心、放心。 （卢易 摄）

昨天，三
国城景区“三
英战吕布”古
装表演正在进
行中。假日期
间，该景区在
做好防疫措施
的前提下，推
出一系列古装
表演。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记者昨从公安部门
获悉，元旦期间全市社会和谐稳
定、活动安全有序。全市每天投
入巡防警力3700余人，最大限度
囤警街面。1月1日夜查整治行
动查获酒驾23起。

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患是打
造群众满意社会治安环境的重要
措施。警方对歌舞娱乐、商场、大
型综合体等人员聚集场所，以及
典当、旧货交易和机动车修理等
特种行业单位逐家开展检查排
查，落实管理责任。对可能私制、
私藏、贩运危险物品的场所进行
地毯式搜查，彻底收缴散失社会
的非法爆炸物品、枪支弹药和管
制刀具等非法危险物品。同时，
警方深入烟花爆竹生产单位开展
安全检查，进行禁放烟花爆竹宣
传。

节日期间，人车流量剧增，交
警部门会同属地公安做好道路交
通疏导，开展交通违法查处，全力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对酒驾
毒驾、无证驾驶、超速超载等严重
交通违法行为坚持集中整治和日
常严管相结合，做到露头就打，始
终保持对交通违法行为严管严处
的高压态势。

（张子秋）

元旦假期
治安稳定

家庭消费点燃假日经济

昨天，阳光明媚，气温有所回升，人们来到渤公岛景区观赏红嘴鸥等水鸟，享受假日。 （刘芳辉 摄）

本报讯 “你来看看，门厅、淋浴
间、卧室床头……都是政府帮我改造
的。”82岁的独居老人梁阿婆说。对
她这样家庭困难的独居老人来说，适
老化改造提升了生活安全系数。近
日记者从无锡市民政局获悉，2020年
省政府下达我市年度居家适老化改
造任务2500户，全市完成改造2801
户，超额完成任务。

2020年我市针对家庭成员有失
能失智或重度残疾老年人的低保及
低收入家庭、计划生育特殊困难的老
年人家庭等5类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
化改造，并根据实际情况给予最高不
超过8000元/户的政府补贴，补贴标
准在全省地级市中最高。老人可以

根据自身需要，围绕助行、助力、助
浴、防滑、安保等方面，个性化选择适
老化改造“菜单”。评估机构会上门
评估家庭的空间环境以及老年人身
体状况、自理能力，进行个性化设计,
做到一户一案。例如梁阿婆家中，卧
室、客厅、厨房分别安装了红外感应
器、烟感报警器以及燃气报警器，淋
浴间多了可折叠助浴椅，卧室床头有
一颗红色按钮，有状况可以随时求
助。

根据《无锡市推进养老服务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从2020年到2022年，全市每年
将安排不少于2500户困难老年人家
庭适老化改造。 （殷星欢)

适老改造 惠及2801户家庭

上接第1版>>>努力打造长江下游以
高端制造为特质的新兴中心城市、跨
江联动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

新格局需要城市品质能级再攀
升，一张打造现代化滨江花园城的新
蓝图已在擘画——在现有一带一轴

“T”形发展布局基础上，以沿江岸线
为依托，连通西部产业城、北部生态
城、东部科创城，打造滨江产业城市
提质发展带；以锡澄S1线和盐泰锡
常宜铁路为纵向交通轴、绿轴，连通
北部生态城、中部高铁城和南部科学
城，打造南北协同创新发展轴，从而
构建起两带一轴“干”字形全域发展
新格局。

科创争先
锻造江阴高质量发展最强引擎

虽然不在太湖科创湾的内圈，但
江阴的“内核意识”尤为强烈。“岛链区
位要有链主作为，江阴将更加积极地
融入锡澄一体化进程，更加主动地参
与太湖科创湾建设，锻造出江阴高质

量发展的最强引擎。”许峰认为，这次
全会上，黄钦书记讲话中，把“做强科
创湾区主引擎”，作为“全面深入推进
产业强市”的第一条，充分彰显了太湖
湾科创带建设在无锡发展大局中的重
要地位、核心位置。

最近，又有好消息传来，作为“十
四五”期间，江阴聚力打造的创新之核
——霞客湾科学城的建设时间节点和
定位已然明确：“一年行动、两年框架、
三年起势、五年成城”，把这座“智慧互
联之城、绿色生态之城、青春时尚之
城、未来科技之城”，通过联动全域创
新赋能，打造成江阴未来发展的创新
之眼、青春之眼。

“随着南部科学城发展局面的打
开，我们全江阴人要用实绩在‘干’字
下面再添一画。”许峰认为，无论是把
短板锻成长板、优势化成胜势，还是把
一手的“好牌”打成“好局”、把更多的
不可能变成可能，都需要江阴全市上
下大力弘扬江阴精神，让这座城市持
续不断地演绎奋进传奇、攀上发展高
峰。

更有底气喊出
“县域高质量发展看江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