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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集以中粮产品为核心的上千种粮油副食及冷鲜产品

常报·中粮人瑞“年货大集”今天开市
■本报记者 龚励 朱臻 图文报道

“粥”到福到 情暖腊八

过大年，选年货，寻年味。春节是中国人一年
中最有仪式感的节日，一顿丰盛的团圆饭、两兜美
味的伴手礼，红红火火热热闹闹，迎接新一年的到
来。1 月 14 日至 15 日，由常州报业传媒集团和常
州市人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常报·中
粮人瑞“年货大集”在天宁商都南门中心广场开
市，百余款热销产品、多重优惠活动组合来袭，让
您的春节热闹又美味。

■记者 龚励
通讯员 潇潇 朱红美 图文报道

常报与中粮人瑞强强联手
中粮集团是国内最大的粮油
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食
品生产商，
人瑞优选会员超市是江
苏人瑞旗下中粮全链产品供应平
台，
实行会员制模式，
打造
“从田间
到餐桌”全产业链食品，已形成以

中粮产品为核心的上千种粮油副
食及冷鲜产品。这些优质健康食
品不仅有品牌、品质保障，还有人
瑞优选会员制服务保障。这次
“年
货大集”，常报与中粮人瑞强强联
手，整合各类优势资源，在春节前

为大家奉上一场完美的年货盛典。
历时一个多月的筹备，走到
田间地头、走到手工作坊、走到生
产车间……一次次的品尝试用，
一次次的精挑细选，只为寻找品
质最佳的年货。

以中粮塔原红花籽油为例，
亚油酸含量高达 79%，是食物油
中亚油酸含量高的油品，有防止
人体血清胆固醇在血管壁沉积、
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血管疾病
的保健效果。红花籽油还具备其
他食用油难以比拟的两大特性：
凝固点低、烟点高，更适合中国人
的各类烹饪习惯，煎、炸、爆炒、凉
拌，样样都行。
中粮酒业是中粮集团旗下酒
类业务专业化平台，经营范围主
要包括葡萄酒、进口酒、白酒和黄
酒，拥有“长城”
“桑干”
“酒鬼”
“内
参”
“ 中粮名庄荟”
“ 孔乙己”等知
名品牌。其中，中粮长城酒是国
内研究和生产干型系列葡萄酒时

间最早、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
的酿酒企业，在国产葡萄酒品类
中，以 40.6%的市场份额位列品
牌第一。
肉品方面，中粮家佳康亚麻
籽猪肉产品中 α-亚麻酸含量是
普通猪肉的 6 倍以上，可满足消
费者“吃得更健康”的猪肉消费需
求。人瑞公司的“宝塔大”牌大肉
包选用中粮优质猪肉和本地传统
口味，已形成每日 3000 只的供应
量，
深受市民喜爱。
同时，
“ 年货大集”还为消费
者 准 备 了 海 鲜 大 礼 包 、肉 品 礼
盒、食用油礼盒、杂粮礼盒、山野
菜礼盒、中茶礼盒等二十余种精
品礼盒。

丰盛年货等您选购

此次“年货大集”为期两天，
展销产品包括秭归脐橙、宁夏羊
肉、山东牛肉、舟山带鱼，新疆产
面粉、核桃、大枣、干果，中粮红花
籽油、黑猪肉、葡萄酒、虾、大米、
茶叶，人瑞优选自养的鸡、红头鸭
等百余种特色产品，更有“宝塔
大”
点心现场制作售卖。

超多优惠等您来领

“年货大集”
期间，
各类产品都
福字；消费者购物还可参加抽奖、 乡年货。常报·中粮人瑞“年货大
将推出超低优惠价格，
主办方还专 “达额送好礼”
等一系列活动，
赢取
集 ”，让你家的过年餐桌上拥有
门拼出优惠组合产品，
拼着买更合
现金红包、对联、特产、饮料等礼 “家的味道”
。
适。活动期间，市民可现场品鉴
物，
买得越多领得越多。
1 月 14 日至 15 日，来天宁商
“中茶”
，
观赏一系列非遗民间手工
原产地直达餐桌，省去中间
都南门中心广场，丰盛年货产品
艺术和文艺表演，
书法家将现场送
商差价，给您带来物美价廉的家
等您选购，
超多优惠等您来领。

全新英菲尼迪 QX60 常州开启预售
45 万元起售大型豪华七座 SUV
■记者 龚励 图文报道
本报讯“东方豪华 境自非
凡”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预
售品鉴会日前在常州中天和常
州文华英菲尼迪 4S 店同步开启，
新车有典雅版、舒享版、四驱卓
越版、四驱豪华版、四驱尊贵版、
四驱旗舰版 6 款车型可供选择，
以 45 万元起步的价格启动预售，
预售期间用户可尊享五大“非凡
臻礼”，开启现代东方豪华出行
生活。
本次预售品鉴会邀请诸多
嘉宾作为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的首批体验官，通过“成就
奢华、成就美学、成就驾驭”三大
主题品鉴区，近距离感受这台豪

华大型 SUV 的独特气质与非凡
魅力。在活动现场，东风英菲尼
迪产品讲师为现场嘉宾详尽讲
解了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气
韵非凡的东方设计、精湛周至的
豪华体验、自在从容的驾乘感受
和现代科技的智能交互。
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的
整体设计遵循东方审美，
从容稳重
的外表下潜藏着非凡气场。5127
毫米、2005 毫米、1767 毫米的车
身尺寸，
再加上 2900 毫米轴距，
构
成了其沉稳如山的气质。
“诗书琴
画”的艺术设计语言贯穿于前格
栅、
车身线条、
头尾灯、
全新车身颜
色等内外细节，东方神韵一气呵
成，
形成独树一帜的豪华格调。
常州中天英菲尼迪 4S 店总
经理张燕表示，在实现品牌与用

户沟通的过程中，优质的产品永
远是诠释品牌内涵的最佳例证。
作为英菲尼迪全新品牌方向的基
石，全新一代英菲尼迪 QX60 凭
借其精致设计、豪华体验、驾乘感
受和智能交互，将“现代东方豪
华”
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透明、反哺业主。此次熬制腊
八粥的原材料，除了爱心人士
的 捐 助 ，就 有 部 分 来 自 小 区
2021 年的公共收益。
本报讯 1 月 10 日是腊八
钟楼区南大街街道联合社
节，我市各地熬腊八粥，举行腊
区志愿者和商家，共同开展
“浓
八节活动，热热闹闹开启“年” 浓粥香 情暖腊八”
活动。街道
的序章。
商家双桂坊美食街的工作人员
一大早，天宁区天宁街道
一大早就熬制了上百碗腊八
文笔塔社区东坡雅居自治小组
粥，常州凯洲大饭店则准备了
的成员们就忙活起来，大家准
海虾、鱼圆、肉圆等年菜，由街
备了芋头、芸豆、青菜等多种食
道志愿者负责配送，形成一条
料，从凌晨四时就开始熬制腊
传递爱心的纽带。双桂坊餐饮
八粥。
“ 豆子昨晚就泡好了，我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铁琦表
们用两口锅一起烧，烧好就倒
示，双桂枋一直以传承传统文
在大桶里，用棉被盖好保暖，小
化为己任，希望借此佳节给附
区里老人多，熬久一点吃起来
近群众送上一份关爱，大家一
更软。”
自治小组主任白惠娟笑
起迎接新年。
着说。
当天，来自新北区妇联、新
上午，大家兵分几路将热
桥街道的党员巾帼志愿者们，
气腾腾的腊八粥分发到小区居
还带着爱心腊八粥和新春大礼
民手中，对于出门不便的高龄
包来到新桥街道茶痷村，孟河
独居老人，志愿者们还会贴心
镇双亭村等村、社区，为当地的
地送粥上门。92 岁的朱技宗
空巢、独居老人送上节日的问
子女都不在身边，腊八节过得
候。
“ 希望通过送腊八粥的方
这么热闹，让他开心不已，
“社
式，给老人们带去温暖以及新
区非常关爱老年人，每次小区
春的祝福。”
新北区新桥街道工
发福利，志愿者总会第一时间
作人员戴礼诗说。
想到我们。
”
东坡雅居小区 2005 年建
成，现有居民 700 余户。2017
年，小区在天宁街道文笔塔社
区指导下，成立东坡雅居自治
小组，积极发挥在物业管理中
的作用，将小区公共收益公开

常州移动助力全员核酸检测预登记

有效提升
通知效率和民众知晓率
■记者 龚励
通讯员 杨蕊 蒋莉 图文报道

登记对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预登记注册，我市各区县防疫
指挥部与常州移动达成大数
据精准政务业务合作，针对目
本报讯“市民朋友，
请1月
标人群发送预登记提醒，并告
5 日至 10 日登录‘我的常州’ 知具体时间安排及操作方法，
APP，
进入疫情防控模块，
进行
方便市民第一时间主动完成
全员核酸检测预登记个人信息
预登记，有效提升通知效率和
维护，感谢配合。”这是日前我
民众知晓率。
市各区县防疫指挥部运用移动
大数据精准政务短信平
大数据精准政务平台，针对常
台是中国移动结合大数据分
驻人口、暂住人口、流动人口等
析研发的产品，在传统短信内
进行在线推送的信息内容。
容的基础上，结合大数据直达
为贯彻落实“外防输入、 用户精准推送能力、大数据服
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加快
务能力、数据跟踪能力，可为
提升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
政府、企事业单位、旅游景区、
能力，充分做好应急状态下全
商家活动提供品牌宣传、文化
员核酸检测的信息化准备，我
传播、产品推广等全方位直传
市自 1 月 4 日起开展全民核酸
服务。用户手机端不需安装
检测信息预登记工作，以提前
APP，不需做任何设置和修改
摸清人员底数，合理安排采样
即可接收相关信息。
点位，确保在发生聚集性疫情
据了解，
本月以来，
常州移
时迅速启动核酸检测，提高现
动累计为全市民众发送预登记
场采样工作组织效率，同时减
相关信息 936.3 万条，确保权
少等待排队时间，避免扎堆聚
威信息第一时间向公众传达，
集发生交叉感染。
为推进全员核酸检测信息预登
为高效及时通知所有预
记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