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获
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
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人
次，与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
10.99%。其中，入境 622.2 万人
次，同比增长9.51%；出境631.1万

人次，同比增长12.48%。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

境增长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
同比增长15.97%，出境目的地排
在前10位的包括泰国、日本、越
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
等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

区。春节期间，深圳、珠海等毗邻
港澳的陆地口岸出入境人数增长
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日出入境人
员最高达到41.5万人次。2018年
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
珠澳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
出入境人次纪录，分别达10.5万人

次和11.3万人次。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部

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员，采取
多项措施保障春节期间口岸通关
深圳、珠海等地边检机关加强与港
澳移民部门的联络和协调，共同应
对瞬时客流高峰。

拱北口岸单日客流高达41.5万人次
港珠澳大桥口岸刷新单日出入境客流纪录：11.3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莫海晖报道：逛
花市、赏民俗、游乐园、泡温泉……
我市春节假期旅游市场火爆。10
日下午，记者从市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获悉，春节七天假期，全市共接
待游客219.05万人次，同比增长
13.5%，其中接待过夜游客55.88万
人次，同比增长15.2%；实现旅游总
收入15.3亿元，同比增长25.5%。

春节假期，我市各区结合游客
需求，推出了30多个精彩纷呈、新颖
有趣的全域旅游产品，令市民和游
客充分领略珠海山海相拥、幸福浪
漫的城市魅力。这些旅游产品涵盖

逛花市、赏民俗、游乐园、泡温泉、玩
海岛、品美食、祈福愿等诸多元素。

横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海
泉湾度假区、星乐度·横琴露营乐
园等主题乐园在春节假期人气旺
盛，游客数量纷纷创历史新高。横
琴长隆国际海洋度假区为游客准
备了年味十足的游玩体验，景区随
处可见喜庆灯笼、海洋动物风车，
还有精彩的龙狮表演、独具特色的
朝鲜舞和热情的俄罗斯舞蹈表演，
营造了欢乐祥和的新春气氛。

海泉湾度假区深挖春节传统
文化底蕴，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提供绽放的舞台。“狮舞贺新春”
“吉祥萌猪静态展”“火龙钢花”等
表演活动受到游客热捧。

休闲赏花、体验民俗是市民春
节假期的必选项。莲洲镇十里莲江
的新春主题游园会，以时光穿越为
主题，展示春节习俗，许多游客在欣
赏美景、品尝美食的同时，体验汉代
以来各朝代不同的春节习俗。高新
区淇澳红树林在春节前重新开放，
大批游客来到生态观光走廊游览。

春节期间，自在舒适的珠海海
岛游在不少市民的朋友圈中刷
屏。桂山岛的疍家水上婚嫁、特色

篝火晚会，外伶仃岛的新春游园，
东澳岛的除夕派对等活动均吸引
众多游客携家带口到海岛游玩。
去海岛过不一样的春节，成为春节
假期家庭旅游新热点。

由我市旅游企业九洲控股集
团围绕港珠澳大桥推出的新旅游
项目“海上看珠海”也受到热捧，大
批市民及外地游客近距离领略到
港珠澳大桥的雄姿。此外，御温
泉、圆明新园、农科奇观等4A级
景区也在春节假期推出“旅游+文
化”产品，焕发新活力，吸引大批市
民及游客前来游玩。

春节假期接待游客219万人次
全市实现旅游收入15.3亿元，同比增长25.5%

春节假期，鲜花盛开的野狸岛吸引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钟凡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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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非洲联盟
第32届首脑会议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
致电祝贺非洲联盟第32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贝巴
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联合自强的旗帜。
去年以来，在非洲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重
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
发声，非洲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
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
得巨大成功，我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盛
举，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
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同落实非洲联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
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讯 记者陈颖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
闻近日推出快闪系列活动——新春唱响“我和我的祖
国”，该活动在新春期间走进湖南长沙橘子洲头。珠海
九洲控股集团旗下湖南九洲龙骧水上客运有限责任公
司的客轮，成为快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月10
日亮相当天《新闻联播》。

在《我和我的祖国》歌曲高潮部分，十架动力伞
从远空滑翔而来，挂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同时，满
载着乘客的“九洲龙骧”号客轮开足马力驶向洲
头。此时，船上、岸上、天上——“水陆空”三处遥相
呼应，橘子洲头的游客齐齐挥舞国旗，激情澎湃高
声同唱《我和我的祖国》，给祖国送上新春祝福。歌
唱家廖昌永以及世界冠军田卿等均亮相快闪，并共
同高歌，与“九洲龙骧”号客轮上挥舞国旗的游客频
繁互动。该快闪活动视频除了大年初六在央视新
闻频道的节目中播出，也在“央视新闻”微信号等网
络平台推出。

据悉，2015年，拥有三十余年水上旅游先进经验
的珠海九洲控股集团进驻长沙，合作成立湖南九洲龙
骧水上客运有限责任公司，致力于湘江水上旅游。这
也成为珠海旅游企业走出去发展的成功案例。

“九洲龙骧”号
亮相《新闻联播》
以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快闪形式送新春祝福

快闪活动中的“九洲龙骧”号。 视频截图

牢记新使命 踏上新征程
—一论奋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

□珠海特区报评论员 廖明山

春风十万里，九州新景开。己亥
新春，华夏大地锦绣壮丽，欢乐祥和。

南国珠海，春光格外明媚。伶仃
洋上，港珠澳大桥长虹卧波气象万
千。南海之滨，珠海处处百花竞艳张
灯结彩。迈着“二次创业”的豪迈步
伐，珠海沐浴在新时代的春光里，奋
进在涌动的春潮里，意气风发。

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春节

团拜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的一
年，我们在前进路上奋力奔跑，跨
过许多沟沟坎坎，越过不少激流险
滩，很辛苦、也很充实，有付出、更
有收获。

过去一年，是珠海改革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东、对经济特区作出了一

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并亲
临珠海视察、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
通，致信祝贺第十二届中国航展开
幕。全市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央和
省委部署，吹响奋力推动新时代珠海
经济特区“二次创业”的号角。

“春华秋实，岁物丰成。”这极
不平凡的一年里，我们倍受鼓舞、倍
感温暖，倍增干好新时代珠海各项
事业的奋斗动力；我们牢记特区使
命，再燃改革激情，重整行装再出
发，开启“二次创业”新征程。

戊戌忠犬去，己亥金猪来。
人勤春来早，春来人更勤。“立

春一日，百草回芽，水暖三分。”
2019年农历除夕恰逢“立春”节气，
不仅带给我们双重的喜庆，也似乎
在催促我们早为一年之计。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
澳门回归20周年，是珠海建市40周
年，也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加快珠海经济特区发展的开
局之年。

随着港珠澳大桥正式通车，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推进，珠海处
于千载难逢的最佳窗口机遇期。
奋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加快发展，
开创“二次创业”新局面，努力把珠
海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新
引擎和独具特色令人向往的大湾
区魅力之城，成为践行新发展理念
的典范城市，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
国成立 70 周年。这是珠海的时代
使命。

这个明媚的春天里，在新春的
喜庆中，珠海人应该思考：我们应该

以怎样的精神状态、奋斗姿态，以怎
样的担当作为，投身到奋力推动珠
海经济特区“二次创业”加快发展的
新征程中？

奋力推动珠海经济特区加快发
展，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决心。

法宝在手，气度自雄。高举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改革开放是特区的根和魂，是特区
安身立命之本。弘扬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的改革精神，传承特区创办
时期的锐气、拼劲、闯劲、干劲，“踏
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
我们就能把新时代改革开放伟大旗
帜举得更高更稳，把特区“金字招
牌”擦得更亮。 （下转02版）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
局数据显示，截至2月9日，全国社会组织数据系统显
示全国登记社会组织已超过81.6万个，其中民政部登
记社会组织2300个。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
我国社会组织快速发展，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
力度也越来越大，已成为一支推动脱贫攻坚的重要
力量。

2017年12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广
泛引导和动员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通知》对外公
布。一年多来，民政部专门成立了引导社会组织支持
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领导小组，先后组织中国
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联合会等180家全国性社会组
织，积极与深度贫困地区对接，将扶贫资源向深度贫困
地区倾斜。在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项
目中，民政部对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开展扶
贫的社会组织予以倾斜，2017年和2018年立项290
多个，项目资金1亿多元。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为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提供方便、创造条件，
及时解决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同时也将依法对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中弄虚作假的
行为进行公开曝光批评，对假借扶贫名义搞各种违法
犯罪活动坚决予以打击。

社会组织成为
脱贫攻坚重要力量
全国登记数据超过81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