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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18 日，常州百
货大楼十周年庆第一天。主力店
铺均成当天“常州网红”，客流更
是接近10万人次。

主力店铺成当日“爆
品”，近千人排队抢礼卡

店庆第一天销售同比增长
10%，“买买买”成了光临百货大
楼顾客的唯一目的。百货大楼经
过 10 年来最大的调改之后，新进
近 50 家品牌，新进品牌与十周年
店庆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

adidas、Nike、匡威、Fila 等
自带热点的品牌都成为当日“爆
品”，加上前期赠送卡券和红包，
优惠力度攀上年度顶峰。张女士
说，“我和朋友早上 8 点就来排队
了，1000 升 1200 的力度好给力，
我还要去领其他的卡。”

当天，仅排队抢购升级礼卡
的市民就有近千人。

快闪、原创 IP、萌宠
巡展，挑战第一次

除了与 FUN、兰芝等大牌快

闪店的联动，百货大楼还首次营
造了千人排队领抽纸、领螃蟹的
游戏；2元商店将线上抽奖与线下
领奖结合；原创 IP 形象 buddy 熊
结合店庆，萌宠巡展等一系列活
动也应运而生⋯⋯

2 元 商 店 在 首 日 的 表 现 中
极 为 出 彩 ，仅 当 天 9:30—12:
00 就有近千人参与，顾客扫码
付 费 2 元 后 抽 奖 ，百 分 之 百 的
中奖率吸引了大批顾客前来围
观。

位于 7 楼空中花园的不正经
游戏厅，跳舞机、街机、投篮机齐
聚，顾客不分老幼个个尽兴。

高 6 米、装有近 3000 枚扭蛋
的巨型扭蛋机也成为顾客“围攻”
的重点，数十种大奖吸引了千余
人参与。

十多种主题活动形成了 10
周年店庆巨大的向心力，品牌和
折扣力度同时赋能，潮宏基、千叶
黄金克减 50 元；Nike、Adidas 新
品 7 折；GXG、gxg 品牌日全场买
一送一；百家好、播、乐町冬款低
至 5 折；百丽、蹀愫秋冬女鞋低至
5折⋯⋯

（宛新 文 夏晨希 摄）

百货大楼十周年店庆

首日客流近10万人次

本报讯 青枫公园秋季
游园会暨第八届常州市菊花
节将于10月20日开幕，活动
将贯穿整个秋季，持续至 12
月2日。

据了解，本次游园会以
“枫彩悦动、活力金秋”为主
题。今年的菊花节，除了有
300余种菊花的精品展，公园
还沿主干道，设置了9处精致
的菊花造型景点。其中，5 处
景点利用了今年九曲桥维修
拆下的旧木板，打造了造型各
异的雕塑小品景观，有木座
椅、旋转木扇、渐变彩色音符
韵律、花窗等，体现生态环保、
节约型园林的理念。配合小
品景点，配置种植有盆景菊、
悬崖菊、球菊等各式造型艺
菊。菊花节景点多处以石头
打造汀步，游客可以近距离观

赏各类花卉植物，大大提高了
感官体验和游园趣味。

今年的游园会在传承青
枫公园连续 8 年“菊花”
元素的基础上，还将增
加色叶观赏元素。记者
在现场看到，公园南广
场巨石阵前有一大片美
国红枫“秋火焰”，在园
内的美国红枫品种中一
马当先，最先变了颜色，
和其它红色不同，“秋火
焰”的叶片在秋天变成
了鲜亮的橘红，后期将
逐 步 变 成 火 红 。 据 了
解，目前青枫公园内拥
有 70 余种色叶树种，今
年公园利用不同乔灌木
色彩变化，移植疏理色
叶树种，优化树种配置，
或红或黄或绿的乔灌木

色调和谐、高低错落，成为青
枫公园秋季独特的风景。

除了盛开的菊花和色彩
斑斓的色叶，本次游园会还为
市民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
和丰富多彩的互动活动。开
幕式上，常州大学舞龙队将带
来热血沸腾的舞龙表演，少儿
舞蹈、跆拳道表演等活动也将
在菊花节期间举行，同时公园
还将开展植物染园艺讲堂、体
验及展销活动，为广大游客奉
上一场金秋文化休闲之旅。

（祁津琦 汤怡晨 文 朱臻 摄）

青枫公园秋季游园会暨第八届常州市菊花节明天与市民见面

“活力金秋”，相约赏菊去

本报讯 近日，市民何先生不
打算再经营自己名下的一家母婴
店，本以为去税务部门办理注销
业务是件麻烦事儿，没想到只是
打了个咨询电话，就近跑了趟税
务大厅就拿到了相关的清税证
明。据悉，从今年10月1日起，我
市税务部门实行优化税务注销即
办服务，简化税务注销办理的资
料和流程，尤其对符合要求的纳
税人实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切
切实实方便了纳税人。

市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为
进一步便利守信纳税人以及规模
小、办税能力弱的纳税人快捷办结
注销手续，对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
简易注销的纳税人，如其未办理过
涉税事宜或者办理过涉税事宜但
未领用发票、无欠税（滞纳金）及罚
款，则可免于到税务机关办理清税
证明，减少纳税人“多头跑”。

另一方面，对未处于税务检查
状态、无欠税（滞纳金）及罚款、已
缴销增值税专用发票及税控设备
的纳税人，在办理税务注销时，若

资料不齐，可在其作出限时补齐的
承诺后，税务机关即时出具清税文
书。据悉，可享受“容缺办”的纳税
人主要包括纳税信用级别为 A 级
和B级的纳税人、控股母公司纳税
信用级别为 A 级的 M 级纳税人、
未达到增值税纳税起征点的纳税
人等。需要提醒的是，纳税人应按
承诺的时限补齐资料并办结相关
事项，未履行承诺的，税务机关将
对其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的纳
税信用进行“降级处理”，纳入纳税
信用D级管理。

目前，我市所有实体办税厅均
设置“清税注销业务专窗”，而且已
办理实名的纳税人在办理该业务
时，可免予提供税务登记证件和个
人身份证件，我市税务部门也优化
内部工作流程和岗责分配，对于注
销业务实现联动、限时处理，为纳
税人提供更便捷的服务。10月以
来，我市税务机关已为符合即办条
件的 137 家企业当场办结清税注
销手续，其中21家企业采取“承诺
制”容缺办理。 （杨佳 马静）

本月起，我市税务部门对符合要求的纳税人

实行清税证明免办服务

招租公告
常州日报社现有鹤苑新

都（市第一人民医院对面）店

面房若干，可以出租。面积

为100平方米-130平方米

（共二层）。如有意向租赁的

单位或个人，请与陈先生联

系，电话：13775012012。

常州日报社

本报讯 昨天，常报优购
联合东阿御朝贡胶推出的现
场熬制阿胶糕活动人气爆
棚，两名熬糕师从上午9点开
始到下午 5 点，一共熬制了
30多份阿胶糕。记者从主办
方常报优购获悉，为回馈广
大市民朋友，该活动将继续
到本月 21 日。这几天，需要
熬 膏 的 市 民 可 以 打 电 话
86811851 订购，也可以到现
场体验熬制过程后再订购。

阿胶糕为何如此受市民
朋友的欢迎？主办方之一东
阿御朝贡胶阿胶股份有限公
司透露，这主要是因为采用
了真材实料。公司销售总监
刘梦明介绍，东阿出阿胶，东
阿之外，只有驴胶，非阿胶。
这犹如长白山人参、西藏冬
虫夏草一样，地域性决定了
原产品的道地和不可复制。

那么，东阿阿胶和其他地
区的驴胶有何区别呢？刘梦明
介绍说，制作东阿阿胶，最重要
的两个原材料，一个是水，一个
是驴皮，都是东阿所特有。

首先，东阿之水乃阿胶之
魂，也是阿胶区别于驴胶的关
键所在。东阿地处泰山和太

行山脉，东阿地下水得天独
厚，是济水的地下潜流，水中
含有许多特殊的矿物质。

其次，驴皮是阿胶之宝。
阿胶用料考究，以成年纯乌驴
皮为最佳，且必须用整张驴皮
炼制。否则药性不全。黑驴
皮更容易吸收阳光和热量，代
谢旺盛，驴皮中的营养物质储
存丰富，滋阴补肾效果更佳。

刘梦明说，制作阿胶的工
艺极为考究，要经过化皮、炼
胶等几十道工序，历经百余天
方可出胶。而这几十道工序
中，只要有一个环节出了问
题，则满盘皆废。为确保每一
批东阿阿胶的品质，从古到
今，阿胶炼制技艺都是遵从师
带徒的传承方式。“东阿阿胶

制作技艺”被列入非物质文化
遗产。东阿御朝贡胶阿胶股
份有限公司掌门人刘浩世代
制胶，其父亲刘传忠之前是东
阿刘氏作坊的掌柜。公私合
营时，在国营东阿阿胶厂担任
熬胶师。刘浩深得父亲真传，
将东阿阿胶的传统工艺继续
发扬光大，公司制作的阿胶片
一直以来都是东阿阿胶中的
上品。

本次推出的东阿糕是用公
司生产的东阿阿胶片加入芝
麻、核桃仁、枸杞、红枣等辅料
经专业熬膏师傅精心熬制而
成，每熬一锅至少要半小时以
上。熬制的糕片经真空包装后
放在冰箱里冷冻6小时后即可
食用。 （殷益峰 图文报道）

常报优购现场熬制阿胶糕活动火爆

阿胶糕的真材实料赢得市民“芳心”

现场熬制吸引了许多市民围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