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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消费全面飘红，饭店大多需提前预定，“宅经济”“社交经济”崛起，票价高企影院

依旧爆满⋯⋯今年新春佳节，在“就地过年”的倡议下，传统消费市场正经历着悄然变化。

新华日报·交汇点记者兵分多路，在数据的变化和案例的剖析中，捕捉这个不一样的

新春佳节里“假日经济”的新变化，从“年头”感知、预测我省新一年的经济脉动。

□ 本报记者 宋晓华

春节这几天，各大商场人气爆棚。据对
全省重点商贸流通企业监测和初步统计，春节
期间共实现销售额约177.3亿元，与2019年相
比增长23%。（注：2020年因疫情未统计）

大年初三恰遇情人节，南京新街口的
几家大商场都挤满了人。在德基广场，香
奈儿 CHANEL、LV、Gucci 等店的门前排
起长队，比买奶茶的队伍都长。正在排队
的小李笑着说：“耐克卖断货算了，喜茶需
等待 100 杯以后，LV 告诉我们，不排队的
连资格都没有，想买必须排队。”春节期间，
南京市重点监测的 91 家样本企业 7 天合
计 实 现 销 售 额 19.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1.7%，与2019年相比增长近20%。

最大的变化是线上消费更趋多元便
捷。苏宁易购的“好年货上苏宁”、孩子王的

“国潮年货节”等电商平台企业主题促销活动陆
续推出，春节7天，南京网上年货节参与企业累
计销售超21亿元，其中，食品酒水、电脑整机、
年货礼盒、大家电品类增长均超过40%。

品质消费亦成为趋势，消费者“吃出健
康、用出品位”的追求在春节消费中尤为明显。

在家电卖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手

机平板等升级产品成为销售主力军。南京
市重点监测的6家家电企业销售额同比增
长107.1%。苏宁易购称，今年春节期间部
分厨房小家电销量翻了几番。“就地过年，
很多人会选择在春节期间做烘焙，尤其是
年轻人趁着春节期间时间充裕，更倾向于
选择多功能锅类产品，整个年货促销期间，
多功能锅同比增长超 800%，电烤箱类产
品同比增长超 300%。”苏宁相关人士说，
从品类上看，初二回娘家的习俗，加上初三
又是情人节，因送礼产生的购物需求也占
了很大一部分比重，按摩仪、戴森电吹风等
更符合受众需求的个性化产品，成为今年
春节的热门产品。

珠宝定制消费也是情人节期间的消费
新亮点，宿迁金鹰购物中心举办“浪漫钻石
气球雨”等活动，仅情人节当天销售额就突
破1000万元。常州市重点监测的36家大
中 型 零 售 企 业 黄 金 珠 宝 类 销 售 额 为
3449.2万元，较2020年、2019年春节分别
增长587.4%、42.7%。

高端汽车消费同样快速增长。南通市
宝马、奔驰、奥迪、保时捷 4 家豪华品牌汽
车 4S 店 销 售 达 到 85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236.1%。

大型商超销售与2019年比增二成

线上消费多元 品质消费更火

□ 本报记者 陈 澄

“我要看《唐人街探案 3》，好想知道 Q
到底是谁！”“大家都说《你好，李焕英》非常
好看，又好笑又感人！”“那就我俩先看唐
探，明天再带爸妈一起看李焕英吧。”

大年初三，在南京江宁金逸影城的大
厅里，一对年轻人的对话，道出了今年春节
档电影票房创下“新高”的秘诀——好看的
电影太多，观众不做选择题，而是“全都要”。

据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截至 2 月 16
日，中国电影市场 2021 年度总票房突破
100 亿 元 ，其 中 ，国 产 影 片 占 比 超 过
96%。而单单是2021春节档总票房，猫眼
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7 日下午 2 时
已经突破70亿元，持续刷新春节档期票房
纪录。

翻看数据，今年春节档的7部电影中，
《唐人街探案 3》依然是最大的赢家，不仅
首日就取得超10亿元的票房成绩，大幅度
刷新系列电影的开画纪录，更凭借34亿元
的票房成绩，稳居春节档票房榜第一。

不过，在单日票房上，17 日令无数国

人在影院里默默流泪的《你好，李焕英》实
现逆袭，目前票房已超25亿元，后劲十足，
暂居春节档总票房第二。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你好，李焕英》
在春节档开始之前并不被看好，极低的排片
率就是最好的证明，目前这个成绩，完全得
益于观众的口口相传。”南京一位券商分析
师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影视市场过于强调

“大制作”“高流量”，《你好，李焕英》的“翻盘”
提醒从业人员，走心、有诚意的作品并不会
被埋没。

大年初三、初四两天，记者在多次观影
中体验到，各大影院的防疫措施非常严格，
除常规的测体温、佩戴口罩、验证苏康码之
外，影院还放弃了能带来高收益的爆米花
等零食业务，影厅内全程禁止饮食。

严格的疫情防控，换回“真金白银”的奖
励。作为全国“票仓”，在今年“春节档”刚刚
启动的大年初一和初二，江苏两天就贡献3.6
亿元票房，全国占比高达11.9%，跃居全国第
一。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17日下
午2时，春节假期期间，我省票房累计超过
7.3亿元，占同期全国总票房的11%以上。

春节档江苏票房超7亿元

就地过年让电影市场“爆了”

□ 本报记者 宋晓华 田墨池

今年春节，餐饮业一扫去年萧条的阴
霾，成为除影视业之外最火产业。“排队等
号”吃大餐，成为今年春节的常态。

“提前预订”“排队等号”“人气爆棚”
“一位难求”，成为春节餐饮业的四大关键
词。

大年初二，南京大光路上的德天雪花
肥牛火锅店，中午包间就全部客满。前厅经
理王婷说，生意比平时还好，但是因为有一
部分员工休假了，所以上菜要小跑，“原来一
个包间有两个服务员，现在一个服务员要管
两个包间，都是家庭聚餐的。”消费者陈女士
说：“今年姐妹几家都在南京过年，难得可以
在春节聚一聚。服务员小哥太忙，所以不会
挑剔他们的服务，倒水、加汤，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

大年初六下午 1 点半左右，南京市建
邺区华采天地桃花源记门口坐满了人。“6
个人的大桌前面还有 4 桌在等位，需要等
半小时左右，小桌翻台要快一些，您可以先
取号，坐下来，我们门口有免费的茶水和小

吃。”营业员说，由于今年“就地过年”
的人多，导致店内用餐人数急剧上升，

接预订电话时，他们只能建议消费者直接
在小程序“美味不用等”上看好桌位数再到
店。“前几天都是在家自己做的年夜饭，今
天儿子想出来换换口味，他们家的小炒黄牛
肉、菠萝咕咾肉是必点的菜。”带着孩子排队
的黄清清感叹，没想到这个点居然还有这么
多人排队。

据了解，全省各大餐厅酒店年夜饭预
订好于预期。各大酒店积极推出不同品
种、不同价位的成品或半成品套餐、礼盒，
采取线上预订和线下自提、配送、上门烹饪
等服务模式，提供更放心、舒心的餐饮服
务，让广大人民群众居家品美食。

春节 7 天假期，南京市商务局重点监测
的20家餐饮企业实现营业额1883.3万元，同
比增长110.8%。其中，南京市约有9500家餐
饮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要求下持续营业。

年夜饭销售火热，南京餐饮老字号和品
牌餐饮顺势转型，线上线下齐发力，推动外
卖年夜饭销售同比增长1.5至2倍。古南都
集团整合了江苏酒家、四川酒家、马祥兴
等老字号知名菜品组成年夜饭礼盒，销售
十余万份；南京大牌档联合南京博物院推
出“四季丰庆牛年”联名新年礼盒，节前已
全部售罄。

外卖年夜饭销售增长1.5-2倍

餐饮业迎来最强“烟火气”

□ 本报记者 付 奇

每年正月初五，苏州周庄古镇都会举行
“迎财神”仪式。2 月 16 日，为了防控疫情，
不同于往年在陆上迎财神，今年，周庄“庄主”
身着华服，带着大家乘坐一条条装饰一新的
乌篷船，选择在水路举行仪式，并不时向两岸
游客挥手打招呼。河对岸，不少阿姨还跳起了
江南传统仪式——挑花篮和打莲湘。

江苏水乡周庄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
士告诉记者，为了照顾那些响应号召留在当地
过年的游客，古镇每天推出1万个免费游览的名
额，同时对其他游客进行2折门票优惠，春节假
期前5天，古镇每天约接待两万名游客。

春节期间，全省300多家A级旅游景区免
费开放，还有旅游景区景点针对外来务工人员
推出免费游览、门票打折、发放优惠券等优惠活
动，保障人们就地过年之余，也最大限度保障了
在疫情防控要求下文旅消费潜力的持续释放。

节日期间选择外出郊游的人们也多了起
来。“梅蕊腊前破，梅花年后多”，春节假期正
是赏梅好时节。走进南京梅花山，处处“暗香
浮动”，中山陵花情预报员告诉记者，“粉红朱
砂”“多萼朱砂”“南京早红”等品种已陆续开
放。除了梅花山，无锡拈花湾、张家港香山、
徐州探梅园、常州红梅公园、洪泽古堰梅堤等
地，也是一派“万树梅花月满天”的动人景致，

赏梅迎春的游客络绎不绝。
从总体上看，春节期间，全省各大景区均严

格落实防控要求，单日和瞬时游客承载量保持
不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75%。各大景区按照

“能约尽约”原则，全面推行网上预约，热点景区
实施分时预约，实现“无预约不接待”。

在这个“特殊的春节”中，还有很多文旅
活动选择在“云”上相约。国内首部大型原创
裸眼 3D 杂技表演《金箍棒》全球直播，一年
一度“桨声灯影”里的秦淮灯会线上线下同步
举行⋯⋯记者从省文旅厅获悉，春节期间，我
省将一项项高品质文化活动“搬”上云端，精
心策划制作了一批包括音乐、舞蹈、非遗、杂
技等在内的富含江苏特色、形式多样的线上
主题文旅产品，通过“云”演出、“云”展览，让
全球观众足不出户体验中国春节的浓浓年
味，感受“水韵江苏”的独特魅力。

大年初一至初七，“云游南京过牛年”每日直
播专场在“途牛旅游网”视频号、“南京发布”抖音
号同步上线。途牛旅游网相关人士表示，节后

“云游南京”活动不会停止，还将开拓更多“旅游+
文化”新模式，“云游”或将从新业态变为常态。

春节期间，综合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监测
数据、移动运营商手机信令数据，经测算，全
省接待游客总量达 3514.41 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上涨 3.06%；实现旅游总收入 238.85
亿元，恢复到2019年的85.1%。

全省300多家A级景区免费开放

“云旅游”“云逛展”或将成常态

□ 本报记者 颜 颖

大年初五下午，宿迁市沭阳县新河镇淘
宝市场的多家店铺已开门迎客。记者看到，
不少工人正忙着修剪植物枝条，部分电商主
播也已上线，整个市场一派忙碌。

黄木香店铺老板孙加波已在此做了几年
花卉生意，去年营业额超 200 万元。受顾客
咨询，今年初三店铺就已开业，“人勤春来早，
做花卉生意最重要的时节就是春天。虽然年
刚过，但市场里到处生机勃勃，相信今年会是
一个丰收年。”她说。

这个春节，农村亮眼的不只电商，还有休
闲农业。春节期间句容白兔镇徐村草莓种植
示范基地里，自驾前来采摘草莓的游客络绎
不绝。“草莓成熟上市后，很多客人自驾过来
摘草莓。春节期间平均每天有100多名游客
过来。”草莓种植户王柏生告诉记者，今年除
了本地游客，就地过年的外地游客成了新消
费主力，大年初一至初五销售额超过3万元。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到乡村去”成

为不少人的过年新选择。春节期间走进南京
栖霞区桦墅村，成排的大红灯笼在树梢随风招
展。不少游客已换上春装，三三两两的孩童已
在草坪上放起了风筝。“春节期间，村里的游客
量差不多是平时周末的1.5倍，农家乐开始排
队，初五那天村里停车位全都满了。”

“春节期间，很多市民不能出市，城区和
城郊旅游地自然成为大家出行的目的地。乡
村因为良好的自然环境、淳朴的田园风貌、多
样的农家美食和有趣的亲子活动受到很多市
民的青睐。乡村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休
闲农业接待量涨势喜人可能与旅游者的乡愁
情结也有一定关系。”南京财经大学工商管理
学院旅游管理专业教师钟静分析，近年来，政
府部门对休闲农业发展投入力度持续加大，
旅游扶贫、旅游促农增收的效果也日益显
现。未来的休闲农业应把握好目前的发展契
机，在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的基础上，结合市
场需求，丰富现有的休闲产品体系。同时要
加大宣传，多渠道提升自身的知名度，“乡村
经济”日后必将成为假日经济的“重要一极”。

农村电商热起来 休闲农业继续火

乡村经济成假日消费重要一极

□ 本报记者 梅剑飞

2 月 17 日上午，江苏高速公路车流量逐
渐加大，部分路段开始出现车多缓行情况。
据高速公路网监测数据，春节7天假期，全省
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达1493万辆。

“春节期间，各地倡导‘非必要不出行’，
鼓励就地过年、错峰返乡返岗，进一步压降了
节日期间人员流动。”省交通运输厅相关人士
表示，春节期间人流、货流的有序流动，保障
了假日里经济社会稳步运行。

“春节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网运行总体平
稳，高速公路日均出口流量为213.39万辆/日，
同比上升 104.87%，2020 年受疫情影响，日
均出口流量仅为 104.16 万辆/日。”省交通综
合执法局工作人员介绍，春节期间，各日流量
分布波动较大。除夕和初一，大部分公众居
家过年，路网流量相对较低。大年初二，省内
跨市流动开始增多，路网流量回升至 220 万
辆以上；初三开始，返程客流逐步出现，路网
流量进一步上升；初四至初七，路网以返程车
流为主，南京、无锡、苏州周边高速路段有车
多缓行现象，整体通行秩序良好。路网最高
峰值出现在2月17日，约为275.16万辆。

“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春节期间，跨省

流量大幅减少，省界路段整体通行顺畅。”省
交通综合执法局相关人员说，江苏和上海、浙
江、安徽、山东四省一市区域路网跨省旅游出
行、返乡探亲客流车流降幅明显，22个高速公
路省界出入口日均总流量为36.92万辆，较平
日下降约40%。其中，苏沪省界流量最大，达
到15万辆/日，约占省界通道的41%。

春节期间，由于省内跨地区出行同步减
少，9 座跨江大桥日均交通流量为 43.84 万
辆，较平日（53.89 万辆）下降 18.64%。江阴
大桥日均 8.11 万辆，较平日下降 15%左右，
苏通大桥日均 5.39 万辆，较平日下降 35%左
右。部分重点路段节点虽流量较大，但运行
秩序良好，未出现大范围车多缓行现象。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统计，截至
2月17日，春运以来20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1326.4万人次，日均发送66.3万；其中
节前 15 天发送旅客 1074 万人次、日均发送
71.6万，节后5天发送旅客252.4万人次、日均
发送50.5万。2月17日，春节假期最后一天，
长三角铁路迎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当日约发
送旅客102万人次，铁路部门当日增开74列旅
客列车，确保旅客安全、有序、温馨出行。

本版统筹 杭春燕 付奇

春节七天全省高速出口流量约1493万辆

交通运输平稳有序保障出行

就地过年，
带来这些消费新变化新变化

——全省春节经济观察

仪征市民在街头购年货。刘玉福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16 日，苏州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春风拂面，游人
众多。 戚善成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13日，东台市“就地过年”的市民和外地员工打卡
天仙缘景区，享受免费开放的“文旅盛宴”。

彭安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16 日，在南京夫子庙，“财神爷”送的红包里面不
光有钱，还有防疫口罩。 本报记者 邵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