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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溧阳市城管局花“绣花”的
心思，用“绣花”的功夫，在打造品质城
管上做文章，为民“织出”温馨有序的城
乡环境，“缝出”暖心亮丽的城市空间，
真正诠释了人民城管为人民的深刻内
涵。

让农村与城市一样美

2019 年，溧阳城管结束“城管只管
城市不管农村”的管理机制，实行城管
执法乡镇派驻制。溧阳市城管局将
80%以上的执法力量下派到镇区（街
道），建立覆盖城乡、全域一体的城市管
理新格局，彻底解决执法标准不统一、
管理行为不规范及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等问题，提升了基层执法力量和专业管
理水平。

城管下乡后，实行城市农村同管
理、同考核、同奖惩的一盘棋，将城市管
理中独创的“四个一”，即：一把扫帚扫
到底、一个轮子滚到底、一把刷子刷到
底、一个标准管到底，推广到农村。社
渚镇是溧阳西南重要贸易边界市场，汇
集着苏皖两地的数千名经营者。城里
的城管“正规军”来后，镇上村里联动，
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年不
到，就带给社渚镇一个“大礼包”：在
2020 年 12 月份创建国家卫生镇考核
中，社渚镇一举通过。

为彻底改变农村环境脏乱差面貌，
下乡城管在政府全面实施农村改水改
厕、“村庄环境整治”和“美意田园”行动
的基础上，开展了户外广告、控违拆违、
固废清零、1 号公路和旅游景区沿线等

一系列综合整治，农村环境面貌得到整
体提升，一批批经过打造的美丽乡村、
特色田园乡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
了四面八方的游客进村游览。

让老城区的环境更宜居

“溧阳的街道干干净净，停车规范
有序，整座城市打理得漂漂亮亮。”家住
盛世华城的李女士对溧阳的城市环境
赞不绝口。

溧阳城管多措并举由表及里，对老
城区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一是治乱。
重点整治乱搭建、乱设摊、乱停放、乱披
挂等，特别是全面整治停车秩序，通过
新建停车场、规划改造停车位、机关企
事业单位开放错时停车等办法，老城区
新增机动车停车泊位 2 万余个，并严格

规范停车秩序，有效缓解了停车难的状
况。二是治脏。溧阳城管重拳整治户
外广告、占道经营、流动摊贩、油烟噪音
污染等问题，并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从
根本上改变了老城区环境面貌。三是
添景。近年来，溧阳城管相继完成“一
河两路”、南环东路、昆仑西苑滨水绿地
等绿化项目建设，新增绿化面积 200 多
万 平 方 米 ，建 成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41.57%，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13.79 平方
米，溧阳一举创成国家园林城市，老城
区居民实现了“300 米见绿、500 米见
园”的绿色生活目标。

让老百姓生活更温馨

公厕的变迁是城市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溧阳累计投入 4000 余万元，对

城区老旧公厕进行统一升级改造，累计
兴建和改造 100 余座现代化公厕。这
些厕所分布合理、外观各异，配备了母
婴室、无障碍设施、储物柜、无线上网、
溧阳山水风景画等，上厕所变成“真正
的享受”。在国家有关部门举行的公厕
评选中，溧阳5座公厕被评为“全国最美
公厕”，溧阳公厕保洁规范化作业流程
获得全国环卫行业金奖。城市公厕受
追捧的同时，溧阳在广大农村，一场“厕
所革命”拉开帷幕，仅两年时间就在乡
村兴建了 212 座公厕，并逐步将城区公
厕管理经验带入乡村，让村民享受到无
差异的公共服务。

解决公厕的“出口”问题后，溧阳市
城管局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与老百姓生
活息息相关的菜市场。近年来，溧阳市

投入 1.4 亿元，新建燕鸣路、东升、清溪、
甘露等 4 个标准化菜市场，并对 8 个城
区菜场和 14 个乡镇菜场实施升级改
造。

经过 3 年的努力，溧阳城乡菜场完
美转身，菜品归类、生熟分开、井然有
序，俨然成超市。为把菜场打造成购菜
天堂，该局制定出台《溧阳市菜市场长
效管理综合考评暂行办法》，对全市 38
家菜市场实行一体化考评，严格落实月
通报、季点评工作例会和奖惩制度，推
动全市菜市场管理水平整体提升。软
硬环境的提升和改善，让溧阳的菜市场
重新唤回人们的记忆，“买菜到菜市
场”，这句久违的招呼成了溧阳人现今
买菜的实际选择。

陶英杰

管到深处情自浓

溧阳市城管局：用“绣花功夫”打造“品质城市”

如 果 你 认 为“ 就 地 过 年 ”等 于
“宅”，那就大错特错了！牛年春节，人
们贡献了超 78 亿元票房的最“牛”春
节档，逛遍各大文博场馆，在“微度假”

“微旅游”中重新探索城市之美。
牛年春节文旅消费折射出，人们

更加注重社交属性、文化传承和高品
质体验，庞大的本地市场潜力成为我
国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最“牛”春节档领跑
“文化过年”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文博场馆热热
闹闹、“云文娱”“云演出”等精彩纷
呈⋯⋯今年春节，“就地过年”的倡议
让很多中国人停下返乡的步履，也让

“文化过年”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领跑文化市

场。国家电影局 18 日中午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1 年 2 月 11 日除夕至 17
日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达 78.22
亿元，继 2019 年 59.05 亿元后，再次
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纪录。灯塔
研究院院长牧晨分析：“无论从影院排
片、影片供给还是观众需求的维度来
看，今年的春节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
历史最强春节档。电影市场经历了停
摆、复工、复苏，春节档的火热来之不
易，不仅给行业以信心，同时也告诫从
业者必须提供优质内容。”

——“下馆子”享文化大餐深入人
心。今年春节期间，杭州的张女士带
孩子一口气参观了全城数个博物馆、
美术馆，她说，与过去的“热闹年”相
比，现在过的是“文化年”。文化场馆
也备足“年货”，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
彩的活动，以满足公众需求。在上海，
81 家博物馆、近 30 家美术馆等推出
100 余场展览，上线 300 多个云展览，
涉及历史文物、革命文物、自然科学标
本等多个门类的藏品和展品。

——文化盛宴“云上”呈现。43
部电影抢占首个网络电影春节档，一
票难求的话剧《茶馆》《天下第一楼》

《哗变》线上限时展播，享誉海外的肢
体动漫剧《三个和尚》与孩子们“云过
年”，携程、美团纷纷参与由文化和旅
游部推出的“云游合家欢 就地过大
年”活动、“云展现”祖国大好河山⋯⋯
很多年轻人把节省下来的路途与线下
聚会时间，留给了“云文娱”“云演出”

“云旅游”，以线上文化盛宴充实这个
不回家的年。

“微度假”“微旅游”流行
生活中的“惊喜”更精彩

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超五成
用户的理想出行距离为 50 公里以
内。“就地过年”催生了以“微度假”“微
旅游”为代表的大众旅游休闲新热点，
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人们享受“文
化大餐”，感受团圆之乐。

北京市民徐女士和家人在市郊一
家酒店“微度假”过春节，因为京郊风
景优美，换一个环境可以彻底放松。
徐女士并非个例，携程报告称，春节期
间，上海、北京、三亚、广州、深圳、重庆
等城市酒店订单量居前，这些城市的
用户更倾向于通过“酒店度假”犒劳自
己和家人。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受益
于人们的短程旅游休闲，电竞酒店、宠
物民宿等的客单价实现 30%至 100%
的涨幅。

周边游、“微旅游”有多活跃？上
海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介
绍，春节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 492.16
万人次，同比 2019 年恢复 96%，其中
上海本地游客占比 81.55%；沪上 170
家主要旅游景区点 7 天累计接待游客
612 万 人 次 ，较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30%。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同程航旅
数据显示，假期前6天，各地周边游整

体环比涨幅达 289%，部分城市周边
游同比增长300%以上。

在城市“微旅游”中，人们收获着
“新惊喜”。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
介绍，春节假期，该企业推出的上海本
地旅游产品量较 2019 年春节旺季增
长了 1.5 倍，“微游上海”产品增长了 5
倍，主题涵盖红色旅游、历史建筑、老
牌酒店等。春节团队有 80%是本地
游，其中参团的游客有 80%左右都是
就地过年的人。

首次就地过年的东北女孩张玖绫
和父母一起参加了探访上海工业遗存
的“微旅游”，还逛了不少文博场馆。
张玖绫说，因为都市深度旅游，自己更
了解上海，也收获了别样的快乐新年。

重社交、重文化、重体验
文旅大餐如何时时丰盛时时新

业界分析，从春节文旅消费来看，
人们更加注重社交和情感表达、文化
传承和高品质的体验感。

抖音平台上，用户拍摄了 1.3 亿
个短视频给全国网友“云”拜年。“《你
好，李焕英》看哭了”等话题为人们津
津乐道。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
说，优质的电影能更多凝聚人心，带来
更多喜悦和温暖。在线下，国家博物
馆、首都博物馆等几乎每天都预约满
员，山东博物馆大年初三还排起“之”
字形长队，逛馆、看展等文化消费已成
为公众文化生活必需品。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
朱海闵分析，在春节等重要节庆节点，
文化消费市场“线上线下”双重供给将
成为常态，既推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整
体回暖，为人们带来丰富的精神文化
享受，也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进一步
实现高质量发展。

周卫红说，近程的“微旅游”走红折
射出人们对自己熟悉的城市仍有探寻
历史文脉、了解文化的诉求。一条串起
上海苏州河沿线历史建筑和浦东现代
建筑、展现上海城市发展历程的微游线
路原定7天游客总量为140人，因太受
欢迎，旅行社不得不增加人手组织，春
节期间共有约200人参与。“人们需要
更多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她说。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
要适应大众旅游和小康旅游的新变
化，善用科学技术、文化创意、艺术时
尚来引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理性
引导周边旅游、乡村旅游、自驾旅游等
近程旅游消费趋势，让旅游休闲更加
深入地嵌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发
现身边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的美好
生活。 （据新华社电）

上图：14 日，人们在沈阳市和平
区老北市特色风情街游玩。

左图：14 日，人们在上海枫泾古
镇游览观光。 （新华社发）

最最““牛牛””春节档春节档、、最最““热热””逛馆潮逛馆潮、、最最““红红””微度假⋯⋯微度假⋯⋯

文旅大餐能否节终宴不散文旅大餐能否节终宴不散

国家电影局18日中午发布的数
据显示，2021 年 2 月 11 日除夕至 17
日正月初六，全国电影票房达 78.22
亿元，继 2019 年 59.05 亿元后，再次
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票房纪录，增长
32.47%，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市场
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等
多项世界纪录。

权威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观影
总人次为 1.6 亿，比 2019 年春节档
1.32 亿增长 21%。截至 2 月 17 日，

全年总票房为 115.88 亿元，观影总
人 次 为 2.62 亿 ，国 产 影 片 票 房 为
112.26亿元。

春节档的 7 部影片累计票房分
别为：《你好，李焕英》27.22亿元；《唐
人街探案 3》35.62 亿元；《刺杀小说
家》5.39 亿元；《熊出没·狂野大陆》
4.05 亿元；《新神榜：哪吒重生》2.39
亿元；《人潮汹涌》1.51 亿元；《侍神
令》2.11亿元。

（综合新华社电）

春节档电影票房78.22亿元

数 读

国家税务总局 18 日公布的增值
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全国居民消费市
场持续活跃，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
增长 358.4%，已恢复至疫情前常态
水平，比2019年春节增长5.4%。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茶
馆服务、正餐服务、小吃服务实现
较 快 增 长 ，增 幅 分 别 为 473.3% 、
421.5%、253.6%，餐饮配送服务、快
餐服务保持稳步增长，增幅分别为
148.7%和 26.1%。

据统计，今年春节期间全国批发
零售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7.9%。
其中，医疗医药、服装鞋帽、化妆品及
卫生用品等消费增速较快，分别增长
35.7%、31.1%、38.4%。部分快递企
业提出“春节不打烊”，助力商品消
费，邮政快递服务消费增长43.7%。

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17.1%，其中文化艺术服务同比增
长 111.6% ，娱 乐 服 务 同 比 增 长
128.7%，体育服务同比增长 77.4%，
旅游娱乐服务同比增长57.4%。

批发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27.9%

18 日 出 炉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2021 年 春 节 假 期（除 夕 至 正 月 初
六），银联、网联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6.36 万亿元。春节假期消费市场火
热，餐饮、观影、娱乐、购物等成为主
要消费场景，“就地过节”对本地消费
拉动作用明显。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介绍，除夕至
正月初六，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
构网络支付交易79.37亿笔，金额4.98
万亿元，日均同比涨幅分别为66.61%
和84.07%。其中农历除夕当日交易笔
数最高，单日超过16.51亿笔，较去年

增长45.1%。一些线上购物平台春节
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同比增长超八成、日
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近五成。

中国银联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
至正月初六，银联网络交易金额1.38
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4.8%，创下
新高。吃、购、行、娱组成春节假期消
费者日常消费主力军。从地区来看，
重庆、江西和青海消费金额同比增长
最快，增幅均超过 15%；从行业来
看，日用百货、大型家电专卖、宾馆住
宿和餐饮等与节日消费密切相关行
业的交易金额同比增速靠前。

银联网联网络支付6.36万亿元

2021春节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运工作
专班 18 日数据显示，春节假期七天

（除夕至初六）全国铁路、公路、水路、
民航共发送旅客 9841.6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6.8%，比 2020 年
同期下降34.8%。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节假期，全
国高速公路累计流量 21965.15 万

辆，同比 2019 年下降 20.27%，同比
2020年上升118.26%。

记者了解到，18 日全国预计发
送旅客 2144 万人次，其中铁路预计
发送旅客 670 万人次，公路 1330 万
人次，水路 48 万人次，民航 96 万人
次；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流量 2949 万
辆。

全国发送旅客9841.6万人次

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测
显示，春节期间（2 月 11 日至 17 日），
全国邮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
递包裹6.6亿件，同比增长260%。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群的
寄递需求明显增加，邮政快递业处于

高位运行状态，全网揽收量约是去年
同期的 3 倍，投递量更达到 3 至 4
倍。“春节快递包裹大多是食品、农特
产品和亲友之间互寄的礼物，直接反
映了线上消费的蓬勃活力。”国家邮
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主任王丰说。

全国快递处理量达6.6亿件

四海同春，共庆佳节。疫情之下，
世界各地民众庆祝春节的热情不减，各
种线上和线下活动交相辉映、精彩纷呈，
以别样方式分享中国春节带来的喜悦。

为防控疫情，一些传统的春节庆
祝活动纷纷走上“云端”，成为文化新
时尚。从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到内
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从科罗拉多州
的丹佛到亚利桑那州首府菲尼克斯，
美国西部多地民众和商家以别开生面
的方式庆祝中国农历新年。洛杉矶市
附近的南海岸购物中心，把以往店内
春节庆祝活动的表演舞台搬到了互联
网上；在亚利桑那州，当地的“菲尼克
斯中国周”活动今年在“云端”举办；拉
斯维加斯近年来被多家美国媒体评为
庆祝中国春节最热闹的美国城市之
一，今年第十届“沙漠中国年”活动也
改在线上举行。

在西班牙马德里市，庆祝中国农历
新年已成为当地传统之一。受新冠疫
情影响，今年当地庆祝春节的活动改在
“云端”进行，往年作为“欢乐春节”活动
重头戏的“中国庙会”也在线上举行。

爱尔兰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在其网

站和社交媒体平台上全程直播了由中
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1年“欢乐
春节”全球启动仪式暨开幕音乐会，为
同期拉开帷幕的都柏林中国新年庆典
活动增添了浓浓的年味。都柏林中国
新年庆典活动由都柏林市政厅主办，
自2008年以来已连续举办14年。受
疫情影响，本次新年庆典活动全部移
至线上举行。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市中小学春
节联欢活动以视频直播方式进行，来
自圣彼得堡市15所中小学、幼儿园的
学生参加了活动。武术《功夫》、舞蹈
《千手观音》、民谣朗诵……各种节目
精彩纷呈，俄罗斯民歌《卡林卡》汉语
版又增添了东方韵味。

与“云端”相呼应，各种线下庆祝活
动同样丰富多彩。在波黑首都萨拉热
窝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萨拉热窝城市中
心，由中国驻波黑大使馆主办的“中国
民俗体验区”吸引众多民众驻足参与。
波黑七家电视台陆续播出配有当地语
字幕的《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
会》三集纪录片，同庆中国农历新年。

在新西兰惠灵顿市，十二生肖动
物形象出现在画廊门口、新西兰国家
博物馆围墙、海滨休闲区的旗帜、过街
天桥、市中心绿地公园的巨幅灯箱和
中国会馆的门廊……这些生肖形象，
让惠灵顿市民在寻找十二生肖的乐趣
中，亲近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在日本，一般社团法人亚洲艺术
文化促进会在东京举办富有特色的中
日传统艺术同台演出。二胡演奏、京
剧《孙悟空》、川剧变脸及落语（日本古
典单口相声）等中日传统艺术轮番亮
相，中日狮子舞同台表演。

为祝贺中国牛年春节，澳大利
亚、新加坡、白俄罗斯、匈牙利、法国、
新西兰、斐济等国发行牛年生肖邮
票，有些国家已经连续几年发行中国
生肖邮票。 （综合新华社电）

别样春节
为人文交流添彩

15日，顾客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七鲜超市华宇店挑选商品。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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