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海特报APP 责任编辑：李宏 美编：赵耀中 校对：韦驰 05中国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
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10
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全国铁
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
旅客 1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
3.3%，创今年春运以来单日客流
最高峰。

2月 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
客1111.4万人次，同比增加42.4

万人次，增长 4.0%。其中，中
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
客75.6万人次，同比增加3.0万
人次，增长 4.1%；上海局集团
公司发送旅客179.9万人次，同
比 增 加 13.9 万 人 次 ，增 长
8.4%；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
客87.5万人次，同比增加1.3万
人次，增长1.6%。

针对雨雪天气影响，各地铁
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各种措施，努力确保铁路运输安

全畅通和广大旅客安全有序
出行。上海局集团公司阜阳
火车站在站前广场搭建3000
平方米的临时候车棚和风雨
廊，合肥、合肥南火车站利用
广播、显示屏等不间断播放列
车到发信息和雨雪天气注意
事项；成都局集团公司在各客
运大站廊道、天桥、楼梯、站台
等人流密集通道，铺盖防滑草
垫，安排专人加强积雪清扫和
安全引导，防止旅客滑倒；南

昌局集团公司加强各大车站
候车室供暖，保证开水供应。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
客流高峰已经到来，已通过
互联网、电话成功预订车票
尚未取票的旅客，请尽量提
前取票；乘车时请携带车票
及与票面信息一致的有效身
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间、车
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足时
间取票、安检、验票、换乘，以
免耽误行程。

春节长假最后一天，预计发送旅客1252万人次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据新华社广州2月10日电
10日是春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今年春运
该集团发送旅客超过3000万人
次，再创新高。广深港高铁春节
期间发送旅客同比增长近八成，
其中过港旅客约40万人次。

10日，广东地区迎来返程高
峰。早晨8时，从江西开往广州
的K87等三趟列车几乎同时抵
达广州站，等待出站的旅客在检
票口前排起了长龙。乘务员早早
给车上旅客提示：列车到广州站
需排队进站，可能会晚点，时间紧
张的旅客可以提前在广州东站下
车。据广铁集团统计，10日到达
客流达63万人次，比前一日增加
10万人次。

今年春运，广铁发送旅客
人数再创新高，截至2月9日共
发送旅客3162.9万人次，同比增
加409.8万人次，增长14.9%。其
中高铁发送旅客2249.7万人次，
占比71.1%，首次占比超七成。

春节7天假期，广铁集团共
发送旅客853万人次，同比增长
16.7 %。其中广深港高铁发送
旅客126万人次，同比增长78%，
过港旅客40万人次。

“反向春运”日渐明显。据广
铁集团统计，春运以来截至2月9
日，广州地区到达旅客603万人
次，同比增长 82 万人次，增长
15.8%。

春运发送旅客

超过3000万人次

广铁发送旅客
人数再创新高

2月10日，旅客在山东烟台火车站准备乘车。

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月10日，人们在河池市罗城仫佬族自治县汽车总站等候上
车出行。 新华社发

2 月 10 日，大量车辆行驶
在 二 广 高 速 湖 南 蓝 山 县 城
段。

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电
记者10日从文化和旅游部了
解到，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
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
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
测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
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
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
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间，各地

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民活
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
内蒙古等12省区市开展“非遗
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
活动；“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
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查，春
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
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
游 客 比 例 分 别 达 40.5% 、
44.2%、40.6%和18.4%，观看各
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
大丰富了节日生活。全国各
地县、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文旅活动，逛庙会、猜灯谜、
旅游文化巡游等活动吸引广
大游客到农村去闹新春。草
莓采摘、柑橘采摘成为亲子游
的热门活动。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
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的396
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等
1500 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
事，传播中华文化。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春节假期旅游收入5139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
电 刚刚过去的猪年春节“黄金
周”，消费亮点多多。据商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超
过1万亿元，网络消费、定制消
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等新兴
消费亮点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
月初六（2 月 4 日至 10 日），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
约10050亿元，比去年春节黄
金周增长8.5%。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商
务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间，传
统年货、绿色食品、智能家电、
新型数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
等销售保持较快增长。安徽、
云南重点监测企业家电销售额
增长15%左右，河北保定、湖

北潜江重点监测企业绿色有机
食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0%和18.6%。集购物、餐饮、
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
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受到
消费者青睐。各大电商平台坚
持春节不打烊，让消费者在节
日期间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网购
服务。某电商平台春节期间销
售额同比增长40%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夜
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餐
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
餐饮受到青睐。据商务部监
测，各地餐饮企业年夜饭预订
火爆，江苏扬州重点餐饮企业
预订年夜饭4000余桌，近4万
人除夕夜“下馆子”。春节期
间，北京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
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许

多餐饮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
成品及半成品年夜饭外卖、厨
师上门制作年夜饭等服务，某
外卖平台年夜饭订单量同比增
长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闲
旅游、观影观展、民俗活动等体
验式消费越来越受到欢迎。假
期前六天，三亚八大景区接待
游客超过80万人次；内蒙古接
待游客476.2万人次，同比增
长14.6%。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亿元，一大批国产电影叫好
又叫座。故宫博物院举办“紫
禁城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
共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北
京地坛、龙潭两大庙会日均接
待游客28万人次，上海豫园新
春民俗艺术灯会日均接待游客
超过20万人次。

猪年春节钱花哪？
黄金周零售、餐饮破万亿元

新华社天津2月10日电 11
日，正月初七。民俗专家表示，这
一天是“人胜节”，中国古代传说
中的人的生日，也称人日、人庆、
七元等。

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
说，“人胜节”来源于中国的创世
神话。民间传说，过去人和动物
不分彼此，大家都有自己的生
日。女娲创世，在七天内每天造
出一种生物，前六天诞生了鸡、
犬、豕（猪）、羊、牛、马，直到第七
天才出现了人。因此，古人将农
历正月初一视为鸡的生日，初二
是狗的生日，以此顺序，初七是人
的生日。后来，在民间还出现补
充说法，初八为谷日，初九为天
日，初十为地日。

人日这一天的民俗活动较早
出现在古人的占卜生活中。自汉
魏以来，人们在人日的活动已逐
渐走出单一的占卜求吉，不断扩
展涉及祭祀、庆祝、文化、服饰、出
游、饮食等多层面多领域，可谓丰
富多彩，并久而久之形成风习，如
食七宝羹、戴胜、登高等。“这些习
俗蕴含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其中
有些习俗对后世仍有深远影响。”
由国庆说。

由国庆表示，随着时代的发
展，现代人对人日的风俗越来越
陌生了，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
消逝，但是这个古老节日的相关
文化和积淀却存在下来。令人欣
慰的是，人日的相关节庆活动在
当下的成都得到了很好的承袭，
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凭吊
诗圣，吟唱诗歌，赏梅祈福，庆贺
人日。这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年俗
之一。

民俗专家：

正月初七“人的生日”
源于女娲创世神话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
顿饭……春节期间，很多人发
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费，
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涨
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
子 ，也 会 令 部 分 人 感 到“ 肉
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
价”式的涨价，不少人表现出了
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
量的快递员返乡过年。虽然主要
快递公司纷纷表示“春节快递不
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用不
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
化，为满足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
于2月3日至9日开启“春节模
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春节期
间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快件将
加收10元服务费，同时服务范围
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
值班模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
顾问徐勇说，在人手不足的情况
下，快递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消
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
国家邮政局在部署春节期间寄递
服务保障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
严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薪
酬保障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
业务迎来了高峰。大年三十那一
天，武汉市民杨宇卿从光谷打车
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件
后，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
不同，要加收 6 到 9 元的服务
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将
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
加9块钱我可以接受，前提是这
些钱真正到了司机口袋。”杨宇卿
说，相比多加的服务费用，多数乘
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及时打
到车、服务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
艳阳高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
在岛上一家“网红”海鲜餐厅，游
客排起了长队等待就餐。慕名而
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到一份菜
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每道
菜需要加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
价格不贵，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
十元左右。加收5元服务费，相
当于提高了10%左右。“春节是
旅游旺季，多数消费者最怕的是
开始不说清楚，后面胡乱加价的
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涨价，
大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
就印证了这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
“明码标价”式的涨价，是对劳动
者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他们
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
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
火车站、飞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
徊，对外地游客报出动辄两三百
元的价格。在热门旅游城市的餐
饮、集贸市场，有些经营者表面看
上去不涨价，暗地里却缺斤少两
坑消费者，给祥和的节日添堵。
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强，
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
越小。

新华社上海2月10日电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

有人“肉痛”有人理解

新华社合肥2月10日电 2
月4日，除夕。伴随着拂面而来
的冷风，来自安徽合肥的90后姑
娘小陈抵达乌鲁木齐，就此开启
她第一个独自旅行的春节。

没有一大家人陪伴的团圆
饭，也没有围坐在电视机前看春
晚，取而代之的是在雪地里滑翔、
逛热闹的“大巴扎”、坐整夜火车
去看山村风光……小陈的这个春
节过得别有一番滋味。

旅途中，小陈还遇到了同样
选择“一人游”过春节的广西女
孩，她们说：“做出这个决定的原
因很简单，既能在旅行中感受异
地的年味儿，又能躲开亲戚们的
各种催问。”

途牛旅游网日前发布的《90
后旅游消费报告》显示，一个人背
包旅游受到不少90后青睐，逐渐
成为常见现象。2018年，90后

“一人游”总人次相比去年同期增
长10%。驴妈妈旅游网的订单数
据也显示，一个人的出游订单逐
年上升，2017年上半年一个人的
出游订单是去年同期的1.8倍。

“一人游”过春节并非只在年
轻人中流行。今年除夕，来自杭
州的65岁老人王爱莲也当起了
一个“背包客”，在浙江省淳安县
大墅村的乡下吃上了一顿特殊的
年夜饭。

“老伴和女儿都因工作驻守
在外地，不能回来。我思来想去
希望有个独特的方式过年，就决
定背着背包来乡村过年。”王爱莲
说。

好奇、向往成了王爱莲此次
出行的理由。通过熟人介绍，她
落脚在大墅村的一家乡村民宿里，
这个往日安静的小乡村因春节的
到来，增添了许多的热闹，这是王
爱莲平时在城市里体会不到。

除夕那天，王爱莲起得很早，
她一边洗洗刷刷为年夜饭做准
备，一边摆上笔墨纸砚，为村里的
孩子们编写春联和福字。中午时
分，灶膛里的稻草燃起来了，老板
掌勺，她帮忙。前锅煎炒烹炸，锅
勺“叮当”作响，一盘盘鲜香小炒
被盛上灶台。后锅架上蒸笼，里
面摆满蓑衣圆子和粉蒸排骨等。
经过一个时辰的精心加工，年夜
饭便准备妥当。

在辛苦了大半辈子的王爱莲
看来，这些都是只有旅途中才能
找到的幸福感。“这是个特别的春
节，虽然没有孩子陪伴，但我结识
了不少的朋友，也发现了生活更
多的意义。”王爱莲说。

2月10日，大年初六。小陈
也结束了为期7天的春节旅行，踏
上归途。她打趣说，如果自己明年
春节还单身，她会继续“一人游”。

他们的春节有点“独”特：

背起行囊“一人游”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
者10日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
10日18时，全国未发生重特大
生产安全事故，火灾起数、死亡人
数和直接经济损失分别同比下降
19.7%、7.8%、13.6%，森林草原
火灾起数同比下降30%。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
介绍，春节期间，应急管理部建
立了节日每日调度机制。针对
烟花爆竹、群众出行增多导致安
全风险增大，要求各地加强对重
要部位、重大活动的安全风险预
防管控。针对西南地区森林火
险等级持续走高，要求突出加强
火源管理、巡查检查、救援准备、
防火宣传等工作。针对冰冻雨
雪天气范围扩大、返程高峰在即
的特点，要求各地提前做好应急
预案。

这位负责人表示，春节期
间，各级消防救援力量在重要节
庆活动场所共设置临时消防执
勤点1.15万个，出动现场执勤车
1.46万辆次；共参与灭火和应急

救援1.9万起，营救和疏散被困
群众 8325 人，抢救财产价值
2.17亿元。森林消防队伍在22
处重点火险区靠前驻防，扑灭
29起，剩余2起火灾火情已基本
得到控制。国家级安全生产应
急救援队伍出动50队次、指战
员 447 人次、消防车辆装备 81
台（套）。

此外，春节期间，应急管理部
派出多个工作组分赴各地，重点
开展消防、危险化学品运输、烟花
爆竹、森林草原防火等重点行业
领域安全措施督导检查。各省级
煤监局加强对重点煤矿进行抽
查。各地消防部门对商场超市、
文博单位、庙会、烟花爆竹燃放点
等重点区域、场所执法检查14.5
万余处，督促整改火灾隐患21.8
万余处。

据了解，春节期间，应急管理
部依托各类传统媒体和新媒体，
广泛宣传应急管理法律法规和安
全知识，提高全民应急避险意识
和能力。

应急管理部：

春节期间全国未发生重特大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