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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今年以来，国内消费逐渐回暖。乘

势而上，各地积极捕捉消费者需求，提

振文旅消费、推动大宗消费、加快数字

消费，通过深入挖掘消费热点，持续释

放消费潜力。

提振文旅消费

3月 18日傍晚，随着沿线建筑、

桥梁、河岸灯带同时点亮，位于北京市

朝阳区的亮马河游船旅游项目开启

2023年首航。6公里的游船航线，包含

光影秀、文艺演出等娱乐项目，成为近

年来北京文旅消费的新亮点。

“亮马河商业经济带规划建设工

作已全面启动。”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

商业经济带建设相关负责人谢强表

示，在 18公里滨水绿道贯通的基础

上，商业经济带将形成“四大特色区

段、五大重点环节”的规划蓝图。

为加快推动旅游业复苏，山东在

一季度实施景区门票减免行动。全省

收取首道门票的景区 456家，除一季

度闭园的景区外，全省 132家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全部免首道门票，其中 4A

级（含）以上旅游景区 71家。“这次门

票优惠几乎涵盖了山东所有知名重点

景区，省级财政专门安排 7000万元资

金奖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

视员王春生说。

着力提振餐饮、娱乐、旅游等消费

热点，也是天津市促消费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今年天津市将重点面向京冀

游客开展踏青节、赶海节、红色旅游节

等活动，打造多样的旅游创新体验项

目。

在天津，随着文旅市场的复苏，市

民沿着工业印记，感受产品生产全过

程的工业旅游消费日益火爆。自今年

2月以来，天津港保税区企业天津海

河乳品有限公司共接待工业旅游的企

事业单位、教育机构 20余场，接待量

达 1200余人次。

推动大宗消费

这两天，在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八路汽车产业园一家 4S店内，

前来咨询购车的人络绎不绝。东营市

民杜晓龙刚刚购买了一辆新能源汽

车，他告诉记者，一辆 20多万元的车，

店里给优惠了 2万多元，叠加汽车消

费券又省了 6000元，加起来省了近 3

万元，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为进一步

促进消费市场回暖，除发放汽车消费

券之外，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还通过

政府出资扶持、企业让利促销，进一步

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回稳向好。

在山东诸城市仁和五交化家电

超市，消费者周平看中了一款对开门

冰箱。“商场活动价叠加政府消费券

补贴后售价能省 1200 多块钱，这么

好的机会我可得抓住。”周平说。今年

以来诸城市安排 300万元专项资金，

在全市零售、餐饮、汽车销售领域发

放惠民消费券，用于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带动家电

市场销售。

“真没想到，高端定制商务改装

车、进口房车和平行进口摩托车能借

用直播这种新形式火出圈，受到这么

多粉丝青睐。”看到屏幕上万人在线的

场景，东疆企业极速熊猫（天津）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的汽车主播刘晓丽兴奋

地说。这是不久前在天津东疆综保区

举行的“炫耀东疆改装车直播展”天津

首届平行车安心嗨购节的一幕。嗨购

节总关注人群达到 5000万次以上，活

动期间东疆企业实现成交以及交付定

金的车辆 80余辆，起到了提振汽车消

费信心的作用。

加快数字消费

得益于近年来网购平台的快速发

展，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消费新模式正

成为消费热点。

为方便跨境消费，近日深圳罗湖

区推出了 e-CNY 跨境消费硬钱包自

助发卡机，并推出了数字人民币“软钱

包”活动，向跨境人群精准投放通用消

费券。罗湖区金融服务署署长黄拓表

示，数字人民币硬钱包自助发卡机在

跨境无损、合规、互通三项原则的前提

下开展，以跨境小额支付为使用场景，

用支付互联的方式促消费互融。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二十一世

纪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李想表示，要

释放消费潜力，一方面需要从政府侧

做好引导，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与消

费氛围，加快培育新型消费；另一方面

需要从产业供给侧精准把握消费需

求，以更新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更优

的服务，全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与追求。

经济日报记者杨阳腾王金虎

周琳韩秉志

小桥流水、现代别墅、曲径通幽、

树茂花香……四川绵竹市孝德镇年俗

村村容村貌的变化不仅留住了诗情画

意、乡韵乡情，也给村集体经济带来新

机遇，更点亮了村民的“致富之路”。

2017年以来，年俗村立足发挥年

俗年画传统文化优势，致力于打造年

文化品牌，大力发展乡村民俗旅游，依

靠发展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业，成功

探索“一干两支多元”的发展模式，村

级集体经济发展呈现出渐次开花、硕

果累累的良好态势。

头雁领航
激活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

走进年俗村，川西民居风格的小

别墅座落于绿野乡间，栩栩如生的年

画故事跃然墙上，乡趣十足又不失美

感。在暖阳和微风的熏陶下，“年俗·年

舍”聚满了客人，大家在民宿里拍照、

喝茶，不觉间，竟已半日时光。

“这里环境优美，年俗风味浓郁，

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旅游胜地，我们随

手一拍，就是一幅美景大片。”游客徐

依依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拍摄的春日美

景图并告诉记者，趁着春暖花开，自己

和家人特意从山西过来探亲，住在“年

俗·年舍”里，享受惬意的假日生活。

“年俗·年舍”由一栋闲置房舍改

建而成，占地 700平方米，包括 10间

风格独特的客房以及茶室、餐厅、休闲

室等。民宿在设计上秉承“传承与创新

完美结合”的理念，采用了大量的年

画、原木、土砖等充满当地民俗风情的

材料，外观与本地民居以及自然生态

和谐相融，把浓浓的乡愁和非遗印刻

在民宿的每一个角落，匠心打造出一

个个充满诗意的空间。

“旅游不只是观光，更是休闲和体

验。做民宿要有文化和创意，才能留住

游客的脚步。”“年俗·年舍”管家方兰

蓉向记者介绍，“年俗·年舍”定位为轻

奢型乡村精品民宿，大部分房间均南

北通透，带景观露台，入住的游客还可

以享受丰盛的特色餐食和芳香四溢的

茶品。

近年来，孝德镇依托特色年俗文

化资源，按照“党支部+集体公司”模

式，成立年俗旅游公司，深入挖掘年

俗、年趣、年味文化内涵，打造一站式

绵竹年文化旅游度假区。其中，“年俗·

年舍”是利用闲置房舍改建而成，属于

村级集体资产，由年俗旅游公司经营，

聘请专业管家运营，2022年实现营业

收入 50余万元，解决了 10余人的就

业问题。

“年俗·年舍”已成为中华年俗村

的样板之一，越来越多的村民乘旅游

东风，吃上了“旅游饭”。5年前，村民

张应全一家人还住在土砖房里，门口

连像样的水泥路也没有，时常是“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搬迁过来后，一

家人住进了三层小洋房，还把闲置的

房子打造成民宿，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据孝德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邓

与祥介绍，年俗村依托资源优势，发挥

“年俗”品牌效应，还打造了以“年俗·

年味道”为代表的系列特色产品。依托

“年俗·年酒”，融入年酒情怀，打造酒

香画境新名片，全面盘活了资源，撬动

了发展。

多元成势
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日前，在年俗村的高标准农田建

设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目前，已调整规范的农田田面平

整、新砌筑的土埂横平竖直，已成雏形

的田间道路路基和排灌沟渠井然有

致，工程已经完成了 80%。”年俗村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该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任务 1600余亩，田型调整增加

的有效耕地成为集体收益的重要组成

部分和集体产业发展基金，将逐步扭

转年俗村“守着资源要饭吃”的被动局

面。

“大抱团”规模发展，“土窝窝”也

可能变成“金窝窝”。年俗村立足农业

基础，把农业作为集体经济发展的“压

舱石”，依托剑南粮油园区建设，流转

土地 1400余亩、新增有效耕地 150余

亩，预计可为集体增收 15万余元，流

转土地 300余亩，发展粮油产业年营

收可实现 30万元。

在年俗村，说起景观，必不可少的

是新晋“网红”打卡点———河道街景和

临河而筑的“耘湾”民宿。邓与祥告诉

记者，年俗村通过“社会资本撬动、集

体经济入股分红”方式，复制了“年俗·

年舍”成功经验，随着“耘湾”民宿项目

的加速推进，将为该村增景点、扩业

态、促增收提供新支点。

据介绍，年俗村还成立了农业合

作社，发动党员能人、产业大户、群众

等入社，合股建成蔬菜观光园等基地，

推动形成集观光、餐饮、休闲于一体的

乡村旅游聚落。依托自有苗木基地，承

接绿化工程，成立中华年俗村匠人团

队，承接工匠劳务输出，出租闲置场

地、门面等集体资源资产，多措并举让

群众生活更加富裕，构建农文旅融合

发展新格局，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各地积极捕捉消费者需求

把握热点释放消费潜力

阴申梨 徐伦汧 本报记者 高明山 李鹏飞

探索多元创新模式 构建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格局
四川绵竹市孝德镇年俗村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小记

近日，贵州省黄平县平溪镇翁岩村蔬菜种植

基地内，身穿“党员先锋”红马甲的党员干部正在

帮助菜农采收蔬菜。

连日来，黄平县利用乡村振兴大走访的契

机，组织广大党员干部通过“亮身份、当先锋、办

实事、树形象”的形式走进村寨院落、田间地头，

倾听群众呼声，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助力

乡村振兴。

通讯员 吴泽正 潘江平摄

党员“当先锋”
助农采收忙

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