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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线下 消费券挖掘市场潜力

“小时候，快过年时都要和父母去逛人
山人海的集市，大家都在为准备过年购买
很多蔬菜和肉类。”在西安市民刘洋的记忆
里，小时候置办年货是一项“大工程”，春节
前的“大采购”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惯例。
但如今，购买年货已经方便了很多。“今年，
我们在网上下单买了海鲜和坚果礼盒套
装，还有果冻橙和车厘子等时兴水果。”刘
洋说。

春节前夕，各大电商平台“年货节”活
动已经开启，人们的消费选择越来越多样
化，食品、美妆、家居、娱乐等各品类都销量
大涨。

在西安浐灞生态区爱菊健康生活体验
馆内，陈列着由中欧班列运来的各种国外
商品，有俄罗斯巧克力、哈萨克斯坦蜂蜜
等，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采购。“中欧班列带
回来了众多国外商品，置办年货也有了更
多新选择。”市民田运说，“早就听说中欧班
列的发展带来好多国际上的产品，今天我

也来尝尝鲜，顺便给即将到来的新年增加
点‘国际味’。”

今年春节，返乡过年、与亲人团聚成为
消费者最大的心愿，很多人都希望将当地
特色产品带回去给家里长辈品尝。德懋恭
水晶饼、西凤酒、柿子饼、腊牛肉等都颇受
欢迎。

发放消费红包也是一项创新消费方式、
激活消费人气的普惠性举措。1月 16日，西
安“暖冬长安·乐购新年”活动启动，西安市
政府联合蚂蚁集团出资5000万元，为市民持
续发放消费红包。平台企业通过数字赋能
带动实体商家，深度挖掘消费市场潜力，并
且结合古都西安特有的文化特色，引导各类
商家和消费者参与活动，为西安消费恢复释
放活力、增添动力。

火热的消费市场、浓浓的年味，正向人
们展示一个充满活力的西安年，既让消费热
起来，也让经济活起来。

文/图 本报记者 鲜康

智能产品 “悦己型消费”悄然兴起

家住西安市新城区的杨女士想给孩子
买部平板电脑当作新年礼物，但是逛了好多
线上线下店铺，发现自己看中的型号一机难
求，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个颜色和型号。

科技的进步让智能产品成为购置年货
的紧俏物资，在年货消费中，市民不再局限
于“传统清单”，“悦己型消费”悄然兴起。春
节前，家电换新升级需求不断增加，智能家
电、数码产品等销量有明显增长。

同样，“国潮”年货的走俏，在引发年轻
消费者文化共鸣的同时，也彰显了当下年轻
人的新生活方式。买“国潮”正成为年轻人
的消费新趋势，也是他们置办年货时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

热衷运动的篮球爱好者李先生，对有兔
年标识的运动鞋青睐有加，准备购买一双犒
劳辛苦了一年的自己。记者在西安几个大
型商场看到，生肖兔周边、文创日历、春联福
袋、国潮盲盒等都成为热销的年货新品。

还有不少市民通过岁末添金来图个“好
彩头”。在西安各大黄金专卖店、商场黄金
店铺，黄金购买区持续回暖，销售人员忙得
不可开交。在买金的各色人群中，出现了不
少年轻人的身影。

在各类投资金条中，兔子图案的金条最
受欢迎。“毕竟是兔年，保值的同时也有纪念
意义。”西安一商场黄金商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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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些半成品，今年的年夜饭就省
事多了，像我这种厨房‘小白’，现在也可以
小露一手给家人准备一桌美食了。”市民小
胡家孩子出生不久，春节回老家有诸多不
便，今年便邀请家人来西安过年。父母用惯
了家里的柴火灶，掌勺年夜饭的重任便交到
了小胡手中，而预制菜成为他兔年春节的

“秘密武器”。
与传统堂食相比，预制菜“烹饪简单”

“省时省力”“味道不输饭店”，而且菜式多
样，制作“零门槛”，极大程度上解决了年轻
人不擅长烹饪的烦恼。

今年，西安众多商超和生鲜电商纷纷
上线了多样化、高品质的年夜饭预制菜产
品。1月 16日，记者在老城根Gpark商业街
区一家超市看到，多种预制菜被摆放在显
眼位置。以往需要父母忙活好几天准备的
年夜饭，如今变成了大盒小盒的预制菜年
夜饭礼盒。

市民除了选择在家中大展厨艺，也有人
倾向省时省力的酒店年夜饭。记者近日走
访了西安多家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年夜饭
预定量较去年出现了小幅增长。除传统的
10人一桌的年夜饭外，今年很多餐厅都推出
了 4至 6人的小桌年夜饭，以家庭为单位的
小桌年夜饭越来越受到市民的青睐。

在东郊一家餐厅内，记者看到小桌年夜
饭套餐分类更为细致，包括 3至 4人、4至 6
人、6至8人等多个类型。“因为过年值班，等
孩子爷爷来了，全家总共5口人，预定6人套
餐，就很合适。”正在店内预定年夜饭的党女
士选择了1288元的6凉8热年夜饭套餐。

盼望着，盼望着，璀璨的花灯亮了，春节的脚步
近了。对于癸卯兔年，大家充满了期待。

2023年春节将至，烟火气的回归让人们愈加
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年味儿。西安市各大商场里人
流如织，超市中喜气洋洋，街区内潮流聚集。同时，
大数据、物联网技术支持的智慧物流配送体系也让
公众在线上与线下消费场景收获了超乎预期的愉
悦体验，由此激发出更多消费热情。

年未至，年味至。在防疫与佳节两种元素的
碰撞下，春节的临近依然点燃了大家的消费热
情，从人头攒动的“热乎劲儿”与脚不沾地的“忙
碌劲儿”里，感受回暖的消费与市场的新气象。

街头巷尾的一个个店铺，是经济发展的“毛
细血管”，不仅彰显着城市发展的活力，还是保
障民生服务的重要支撑，以及吸收和保障就业
的重要力量。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当好“协调人”，推进“降

本增效”行动尤为关键，应当切实加大减税降费
力度，通过减免部分税收，在融资担保、利息补
贴等方面多多“搭把手、拉一把”，同时还要在稳
岗就业等方面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政策保障，
让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更加平稳、有序运转。与
此同时，倡导各类房产单位、商业载体根据实际
情况，帮助小店商户适当减免租金，或是给予缓
缴租金的更多时间。

当然，消费者也要练就火眼金睛，保持理性

消费。例如，对商家的超低价甚至免费促销行
为保持合理警惕，仔细辨别真伪，了解交易是否
附带其他条件，了解商家口碑及售后服务情况
等，做明白消费者，享欢乐祥和年。

作家汪曾祺在《人间滋味》中写道：“看看
生鸡活鸭、新鲜水灵的瓜菜、彤红的辣椒，热热
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春
节临近，多措并举守护好这样的“热热闹闹”场
景，就是温润人心的民生大事。 （田丁辉）

守好这份烟火气

春节近 年味浓

西安火红消费面面观

本报讯（李媛）近日，智联招聘公布了2022年不
同城市白领年终奖均值。西安白领 2022年的年终
奖均值为 8955元，排在全国第 11名，较 2021年的
10765元减少了1810元，降低16.8%。

2022年，受内外环境影响，西安白领年终奖整
体情况与去年稍有差距。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
2022年有 23%的西安白领能够拿到年终奖，相比
2021年的26.7%有所下降；36.1%的西安白领表示拿
不到年终奖，40.9%对于年终奖是否发放表示“不清
楚”或“不确定”。

西安白领对2022年终奖的满意度指数为2.26，
较去年的 2.32有所下降，略低于全国 2.40的平均
值。在全国范围内，西安白领的年终奖满意度指数

位于第25名。
具体来看，对年终奖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的西

安白领占比52.5%。西安白领对年终奖不满意的主
要原因是“没有健全完善的年终奖制度”，在对年终
奖不满的西安白领中占比 56.3%，提示西安企业完
善年终奖制度，以更好地满足白领期许。其次，
40.6%的西安白领认为“年终奖并没有体现这一年
的付出”。

对于如何分配年终奖，41%的西安白领选择用
来孝敬长辈，在所有选项中占比最高。西安孝德文
化底蕴深厚，西安白领在职场打拼的同时，也努力
给长辈更好的照顾。其次，西安白领也希望使这笔

“意外之财”有所增资，计划用于“储蓄”和“投资理

财”的西安白领占比分别为35.9%和23.1%。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有15.4%的西安白领计划用

年终奖购物，超过去年的5.9%，经济回暖点燃了西安
白领的消费热情。

关于年终奖的意义，大多数西安白领认为年终
奖是“工作一年应得的回报”，占比55.7%。其次，有
34.4%的人认为年终奖是“激励工作热情的物质手
段”。可见，年终奖对于西安白领来说，主要是对其
一年努力的物质回报和精神激励。

2022 年，把年终奖视为“选择工作的必要条
件”的白领占比从去年的 10.7%跃升至 31.1%，反
映了西安白领在求职中对企业福利的要求有明
显提高。

据中工网 1月 17日，由最高人民
法院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主办的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2022年度十大案
件”评选结果揭晓，包括全国首份家庭
教育令，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誉民
事公益诉讼案，程三昌贪污缺席审判
案，孙力军政治团伙违法犯罪案等在内
的10个案件获选。

今年是“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
案件”宣传活动第六年。本次活动自
2022年 12月 20日正式启动，通过对全
国法院 2022年所审结的各类案件进行
筛选和初评，共选出 40个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典型案件进行网络投票。在为
期 10天的投票过程中，共收到网民投
票 5.6亿张。经专家委员会评选，并综
合网民投票结果，最终评选出新时代推
动法治进程 2022年度十大案件和十大
提名案件。

经评选投票，“新时代推动法治进
程2022年度十大案件”分别为全国首份
家庭教育令，侵害袁隆平院士名誉、荣
誉民事公益诉讼案，程三昌贪污缺席审
判案，孙力军政治团伙违法犯罪案，全
国首例落实民事赔偿责任优先的证券
侵权案，章公祖师肉身坐佛追索案，购
置儿童滑梯被诉案，“陈麻花”商标无效

行政案，紫光集团等七家公司实质合并
重整案，“噪音扰民”诉前禁止令案。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
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贵祥代表案评
团发布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2年度
十大案件观察词。他表示，本次评选出
的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有许
多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案”，也有事
关百姓安危冷暖的标志性案例，彰显出
法治在引导社会预期、调节社会关系、
凝聚社会共识上的基石作用，重申司法
机关“以严格公正司法守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坚定决心和坚实行动。

此外，活动还揭晓了“新时代推动
法治进程 2022年度十大提名案件”，分
别为全国首例污染环境惩罚性赔偿案
修复执行案，公益诉讼起诉人江口县人
民检察院诉被告陈某平生态破坏民事
公益诉讼案，全国首例药品专利链接诉
讼案，安医生自杀案，胡某芳诉某商务
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张某诉刘
某、李某监护权案，新中国成立以来单
案数额最大伪造货币案，全国首例新三
板市场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责任纠纷案，
被告人徐海彬等 14人诈骗案，某酒业
公司诉农行华丰路支行及寿某等五人
侵权责任纠纷案。

新时代推动法治进程
2022年度十大案件揭晓

超四成人计划用来孝敬长辈

2022年西安白领年终奖均值8955元
居全国第11位

点 评

本报讯（记者 李旭东）1月 18日上
午10时20分，在西安市高陵区文体中心
371路公交通车仪式现场，第一辆371路
公交车缓缓驶出始发站，正式上路运营，
标志着高陵区首条经西铜路直达西安主
城区的快速公交线路正式开通。

371路公交线路起终点站分别是西
安北客站南广场和高陵文体中心，全长
34公里，设置了秦汉大道立交、马家湾
十字、陕重汽、鑫隆石油、桑军大道等重
要站点，串联了西安主城区、泾河工业
园、泾渭新城和高陵主城区。线路实行
2元一票制。试运行期间，371 路配车

30部，首班发车时间 6:30，末班发车时
间 20:30，早晚高峰时段计划发车间隔
9-10分钟，平峰时段计划发车间隔15-
20分钟。

西安市交通运输局积极构建“以轨
道交通为骨干、常规公交为主体、慢行交
通为延伸”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持续优
化调整公交线路，全力保障市民便捷出
行。同时，继续推动交通“北跨”行动，打
造“民生+产业+轨道交通”的“大公交”
发展布局，促进渭河两岸全方位互联互
通，实现渭河生态经济带建设规划总体
目标。

首条经西铜路达西安主城区公交开通
高陵区

本报讯（张雨萍）近日，杨凌示范区
总工会安排新冠疫情防控“送温暖”专项
慰问资金近60万元，专门用于疫情防控
保障和慰问工作。

此次活动为示范区1家三级医院补
助5万元专项慰问金，2家二级医院每家
补助 2万元专项慰问金。其中，向杨陵
区总工会拨付 10万元“送温暖”专项资
金，用于示范区 4家一级医院和祥和医
院等其他医疗机构开展专项慰问。专项

慰问金每家医院1万元，3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和 2个卫生院每家 5000元。同
时，给以上 8家医院、3个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 2个卫生院每名医务人员（含全
区所有村医）发放 1份价值 200元的“春
节慰问大礼包”。专项慰问金直接拨付
到各医院工会账户，用于改善医务人员
工作、餐饮、住宿等生活服务和后勤保障
工作。大礼包由杨凌示范区总工会统一
采购现已全部到位。

为一线医务人员安排60万元专项慰问金
杨凌示范区总工会

本报讯（记者 田丁辉）1月16日，安
康市平利县总工会在县物流配送中心举
行 2023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慰
问活动。

在活动现场，平利县总工会组织
为网约送餐员、快递行业、货车司机、
家政服务人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发放慰问大礼包 200余份，并为大家送
上新春祝福。

此次慰问活动，把党和政府的关怀
和温暖送到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手中，
有效提升了工会组织的凝聚力，让广大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真正感受到加入工会
大家庭的温暖。

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送温暖慰问活动
平利县总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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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8 日，在新春
佳节来临之际，兵器试
验测试研究院领导班子
看望、走访、慰问老党
员、老战士和困难职工，
向他们转达各级党委和
工会组织的关怀问候。

邢子珲 王亮 摄

本报讯（杨朋超 武艳飞）近日，陕
建十一建集团承建的曹家滩创新中心
项目获评陕建“十佳”项目管理标准化
文明工地称号。

该项目隶属交大创新港板块，建筑
面积14.82万平方米，建成后将为秦创原
前沿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的载体空间，
成为西部云谷新地标建筑。

陕建十一建集团：一项目获陕建“十佳”工地称号

本报讯（魏锋）1月 14日，咸阳市烟
草专卖局（公司）2名员工获得省司法厅
颁发的公司律师证书，这是咸阳烟草系
统首批正式持证上岗的公司律师。

该公司以公司律师聘任和公司律
师制度的启动实施为引擎，实施卓越法
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建立健全公司律
师制度，高标准锻造法律人才队伍。

陕西咸阳烟草：首批公司律师正式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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