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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信息

转 让 奇 石
因厂房拆迁,想为收藏的奇
石找个好娘家，如有缘本人
愿忍痛（整体）转让。(有条
件存放喜欢收藏的企业老
总请与我联系)，非诚勿扰。
有缘详询13812637320，周先生

奇石转让

靠239省道28公里处附
近，有国土30亩厂房出
售，咨询：13901507185

厂房
出售

天气渐冷，著名老字号青果巷棉花店
的优质棉被、桑蚕丝被等，已上柜，恭
候大家选购。手机：15380093203

棉花被、桑蚕丝被

每逢星期天，在人民公园长廊有免费
婚介活动。时间：下午1:30。欢迎有
需求的市民光临。手机18018230056

招租转让

0519-86685553 86677993地址：常州市和平中路413号报业大厦南辅楼311室综合信息

�常州市润民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苏D59686（黄）
道路运输证（正本），证
号：苏交运管常01386477
号，声明作废

�梅晓楠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汽 车 商 业 险 发 票 一 张 ，保 单 号:
PDAA201732040000034200，声明作废

江苏帮帮虎网络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公司将于2020年10月29日-30日江苏

省苏州市相城区高铁金科大酒店举行公开拍卖，现
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标的：奢侈品箱包、饰品、手表。
二、参拍单位：仅限于江苏帮帮虎网络有限公司

认证的企业。
三、展示时间、地点：2020年10月28日-29日可

查看标的。
四、注意事项：拍卖成交按实际举牌结算。
五、联系电话：13775015102

2020年10月9日�张秀遗失不动产登记
权证，房屋所有权证号：
常房字第0055345号，声
明作废

本报讯 今年国庆、中秋“双
节”同至，常州数百项精彩纷呈
的“文旅菜单”，让八方游客徜徉
闲逸山水，畅游乐园之都，打卡
美丽乡村，体验中秋民俗，尽享
龙城夜经济，沉浸魅力老城厢，
被文旅休闲明星城常州的迷人
魅力俘获。从各项数据来看，常
州文旅市场已全面恢复到去年
同期水平。

记者从常州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了解到，今年长假期间全
市接待游客 435.8 万人次，实现
旅游总收入 39.14 亿元，游客人
均消费 1325 元/天，过夜游客占
比达 36.5%，过夜消费占比近
50%。辖市区板块中，溧阳、金
坛市场复苏尤为抢眼，其中，溧
阳接待游客和直接营收分别恢
复 到 去 年 同 期 的 94.8% 和
110%，金坛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112.46% 和 104.54% 。 全 市 接
待游客七成来自省内，省外游客
主要来自安徽、上海、浙江等长
三角区域，以家庭出游、自驾游
为主；酒店客源以 OTA（线上旅
游平台）为主，占 39.1%，散客占
18.54%，团队游客仅占 4.93%。
全市旅游饭店 10 月 1-7 日平均
出租率超 70%，超去年同期，10
月 3 日高达 92.92%；假期日均
总营收 188.87 万元，同比增长
21.14%，其中，餐饮营收同比增
长29.3%。

景区
国潮热火，乐园抢眼

长假中，环球恐龙城、天宁
禅寺、春秋淹城、嬉戏谷、中华孝
道园、天目湖旅游度假区、花谷
奇缘、东方盐湖城等 8 家主要封
闭式景区共接待游客 165.78 万
人 次 ，恢 复 至 去 年 同 期 的
96.68%；实现营业收入 2.26 亿
元，恢复至去年同期的 98.68%。
其中，环球恐龙城和天目湖接待
游客分别同比增长 1.89 和 3.24
个百分点。

景区中乐园人气鼎盛，环球
恐龙城、东方盐湖城、春秋淹城、
环球动漫嬉戏谷四大主题乐园
累计接待游客超 110 万人次，

“乐园之都”集群效应进一步显
现。尤其东方盐湖城携手抖音&
头条双平台，联袂 120 多位国潮
大 牌 与 国 风 红 人 ，重 磅 打 造

“2020 国风大典”IP，推出国风
嘉年华、国韵大秀、国乐盛典三
大板块活动，共吸引超 6 万游
客、超 18 亿次线上话题量、线
下线上互动数破亿、直播累计
观看超 150 万次（同时在线观
看人数近 4 万）。东方盐湖城

“双节”8 天累计接待游客 8.2 万
人次，复苏程度高达 140%。环
球恐龙城“艾琳世界”游客组队
探秘活动，被央视专题报道并
赞誉为“欢乐亲子游的典型”。
据驴妈妈《2020 年国庆中秋出
游总结报告》显示，环球恐龙城
位 居 黄 金 周 人 气 景 区 TOP10
榜首。

乡村
闲逸山水，野趣横生

假日期间，仙姑村、庆丰村、
李家园、礼诗圩、城西回民村等
5 家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推出
乡村特色民宿、亲子研学农庄、
乡村自驾游基地等多种类型的
乡村旅游新产品，累计接待游客
32.14万人次，实现营收3518.18
万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
村”。

金坛仙姑村组织民俗文化
艺术团开展迎国庆演艺活动，特
色仙姑、亲子采摘、农耕体验等
活动备受青睐，10 月 1-7 日当
地客房均满房；庆丰村依托万亩
稻浪打造“金色庆丰、艺术田野”
农旅项目，推出“田园嘉年华”特
色活动，让艺术与生活碰撞融
合；李家园村的竹海溪谷和南
山和园等旅游项目正式运营，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礼诗圩村的“心荷之恋”莲花竞
相开放，优质农产品展销会彰
显了乡村发展新形象、农业科
技新优势；城西回民村日均吸
引游客 7000 多人次，拉动农副
产品、农家乐及民宿经营收入
超 530 万元。

文展
风雅江南，文旅融合

长假期间，全市各大历史街
区、文化场馆充分挖掘和利用常
州丰富的历史文化、非遗文化、
精品文艺等资源禀赋，展示出

“处处有景，处处有文化”的生动

局面。
青果巷历史文化街区推出

“月满华诞”活动，吸引游客
13.55 万人次；常州博物馆推出

“东方微笑——麦积山石窟艺术
展”“泥火之歌——常州博物馆
首届泥塑艺术展作品征集”等线
上线下活动 49 场，接待观众 4.7
万 人 次 ，达 到 去 年 同 期 的
95.9% ；常 州 三 杰 纪 念 馆 举 办

“新婚夫妇于张太雷纪念馆献花
纪念革命先烈活动”“张太雷纪
念馆广场升国旗仪式”等主题活
动，吸引观众超 3 万人次；常州
图书馆推出的“常图云借——
你选书我买单”线上活动，吸引
超4.7万人次假期走进图书馆。

夜间
秋夜未央，魅力无限

双节期间，环球恐龙城、春
秋淹城、御水温泉、环球动漫嬉
戏谷、天宁宝塔、东方盐湖城等
景区同步开放夜间游园，尽显

“龙城夜未央”魅力。
中华恐龙园夜空中闪亮的

无人机组成“五星红旗”“我爱你
中国”“翼龙展翅”“前进的恐龙
人”等图案向祖国“表白”；500
多架无人机空降江南环球港，打
出“常州，教我如何不想她”城市
宣传语；东方盐湖城夜游产品刺
激游客消费需求，长假期间客房
平均出租率高达 96.23%；环球
动漫嬉戏谷开放夜公园进行烟
花表演，圣殿山上直径 10 米的
超大月球灯及多个半人高的兔
子灯成为游客打卡热点；溧阳凝
翠茶舍的“中秋游园会”、天目湖
涵田商业街的“2020 涵田森林
音乐节”、陆笪村的“乡村篝火音
乐晚会”、塘马村的荧光徒步秀
等，在节日夜空中形成了一道道
闪亮风景线⋯⋯

丰富的夜间活动有力带动
了过夜游发展，溧阳涵田、美岕、
御水温泉、维景国际大酒店、恐
龙主题酒店、环球港邮轮酒店等
颇受欢迎，特别是临近景区的涵
田、美岕、恐龙城维景、一号农
场、恐龙主题、恐龙人俱乐部、新
北富力喜来登、新城希尔顿、文
璞、邮轮、华美达、奥体明都、天
目湖宾馆、御水温泉等酒店连续
多日满房。

（周晓明 马君 周洁）

“双节”长假，常州文旅市场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全市接待游客超过435万人次
过夜客超三成

常州是沪宁线上的“宴会
厅”，常州高新区（新北区）以

“精鲜美食”为特色，吸引了来
自四面八方的食客。制作工艺
的精湛和地道食材的鲜美是常
州高新区菜品的魅力所在，充
分体现了江南水乡的特质和文
化内涵。

新北区地处鱼米之乡，物
产丰饶，食材独特，“春尝头鲜，
夏吃清淡，秋品风味，冬进滋
补”，逐步演变融合成新的江南
味道。近年来新北区评选出一
些特色名菜，分别为：青城仔鹅

（春江）、银河螃蟹（孟河）、西夏
墅羊肉（西夏墅）、罗溪阿婆咸
腻头（罗溪）、一品东坡肉（薛
家）、兰陵罗妃豆腐（孟河）、红
烧鳗鱼（三井）、九里水芹（奔
牛）、萝卜丝干煨肉（奔牛）。还
评选出五大特色名点，分别为：
中华恐龙蛋（三井）、孟城鳝丝
面（孟河）、乌豇豆摊饼（龙虎

塘）、油渣菜肉馄饨（三井）、龙
城萝卜干炒饭（新桥），打响了

“新北一桌菜”品牌。
吴燕翎 整理

常州高新区·每日一景

精鲜美食

本报讯 2020 中国·常州
西太湖秋季国际车展 10 月 4
日正式落下帷幕。5 天内，车
展热度持续发酵，前三天平均
每天观展均超 2 万人次，“十
一”当天1000张购车优惠券上
午全部领完。外汽集团、明都
汽车集团、中天汽车集团、江苏
宝尊集团等我市近百家车企展
示了上千台车，5 天累计销售
约 3000 台，销售额超 4 亿元，
超过去年车展同期水平。

本次车展在规模和观感上
持续升级。现场近 60 个品牌、
近千台展车让市民目不暇接。

此次西太湖秋季国际车展
的品牌集合力也进一步提升。
市面上90%的汽车品牌囊括其
中，宝马、奥迪等知名汽车品牌
继续常驻，众多超一线顶级豪
华汽车悉数亮相，此外，宝马新
一代 4 系、全国限量 500 台的

林肯冒险家黑骑士、全新路虎
卫士 110、红旗 H9 等新品集中
首发。

今年宝马、日产、红旗、丰
田都成为销量担当。其中，宝
马品牌汽车每天有近百辆车被
预定，连展台上的展车也都被
预定了。另外，消费者更多使
用金融优惠方式购车，汽车经
销商们也抓紧这波行情，推出
多种形式的金融优惠。汽车销
售顾问何亮告诉记者：“有80%
以上的客户，会选择免息贷款
的形式买车。”

常州市汽车流通协会会长
戴永治表示：“从今年秋季车展
的数据可以看出，下半年常州
车市努力回归，存量购车需求
与疫情催生的增量需求，叠加
各项鼓励政策，正在加速汽车
消费的回暖。”

（王淑君）

5天售车约3000台，超4亿元

手绘图《精鲜美食》

西太湖秋季车展销售超去年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