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黄金周，人们在享受假期的同
时掉进了人山人海，出游的好心情也受
到一些影响。破解“黄金周难题”，迫切
需要切实制定、落实好错峰休假、带薪休
假等制度，让人们多一些休假的选择，而
不是只能在黄金周期间“扎堆”出行。

黄金周长假实行了十几年，已经成
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分。但黄金周暴露
出的一些负面影响也逐年显现。由于出
游时间过于集中，造成交通严重拥堵、景
区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安全隐患增加等，
这些又造成人们出行、旅游过程中的体
验质量直线下降。

集中出游，与全国放假调休一盘棋
不无关系。当前，我国现行11天的法定
节假日全部为全国性、全民性节假日，

且主要分布在秋冬季节，在整个春季和
初夏就没有长假。个别少数民族地区
虽有民族性节假日，但涉及人口占全国
人口比例不足8％，缺少惠及普遍民众
的地方性节假日。

集中出游，也反映出当前职工带薪
休假制度落实不够。事实上，今年8月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
费的若干意见》，已经正式提出落实职
工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弹性作息、鼓励

错峰休假等措施，旨在从根子上解决
“黄金周难题”。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当前，一方
面，要通过宣传和劳动执法，把带薪休
假等制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除国家
设定的全国性假日外，可以允许地方结
合本地的历史文化、民族习俗等因素，
自主增设地方节假日；也可以允许各地
根据重大活动、重要赛事、特殊天气等
情况，调整安排休假；同时，还要以落实
中小学春假和秋假，用学生的假日带动
各地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如果人们
多一些休假选择，“黄金周难题”或可得
到缓解。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破解“黄金周难题”

让人们多一些休假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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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过半，人们在享受长假
的同时，也体味着“在路上”的酸甜苦
辣。根据交通、铁路等部门的预测，今
年国庆黄金周期间将有超过7.5亿人次
出行，相当于全国一半以上人口出门逛
了一圈。

据交通运输部预测，黄金周期间道
路客运量将达到6.4亿人次，同比增长
1.6％。特别是自驾游出行增加，黄金
周期间，高速公路交通流主要以小客车
为主，预计占比约80％。

“从时间分布看，客流量将呈现两
端高、中间平稳的特点。9月30日下
午，部分高速公路及城郊联络线的出城
方向，已经出现车流大幅增长的情况；
假期最后两天，也将出现车流和客流高
峰。预计单日最高客运量将超过9500
万人次。北京、广东、四川、安徽及周边
旅游热点地区客运量增幅较大。”交通
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刘鹏飞说。

尽管今年是小客车免费通行政策
实施以来的第四个国庆长假，但1日一

早，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南京等
城市主要高速公路出城方向就开始拥
堵，一些路段直到当日下午才有所缓解，
高速公路上散步、遛狗又“如约出现”。

国庆假日期间，铁路客流却将持续
高位运行。

在北京工作的马杰打算国庆放假
回南京老家，但节前一周就发现，1日两
地之间无论高铁还是普速，火车票全部
售罄。黄金周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53.7万人次，同比增长6.9％，再创铁

路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
中国铁路总公司有关负责人说，全

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亿人次，同比
增长超过10％。

许多人感受到，黄金周的火车票比
春运还难买，就出行密度而言的确如
此。今年春运40天，铁路出行2.95亿人
次，平均每天超过730万，最高峰日接近
千万人次。而国庆（含中秋）长假期间，
平均每天的运量几乎都达到春运时最紧
张的数量，高峰日近1300万人次。

在京广、贵广、南广等多条高铁汇
聚的广州南站，出行、到达的人潮汹
涌。广铁集团预计，黄金周七天将运客
977万人次，日均140万，远超今年春
运，创下历年黄金周之最。

“一方面是人们在长假期间强烈的
出行意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高铁不断
开通，也带动了客流的大幅增长。”北京
西站党委副书记宋建国说。

记者 齐中熙 樊曦 赵文君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延边是我国最大的朝鲜族聚集
地，早就想来感受一下松花江畔的风
情。”来自长春的游客黄万康一家三口
看着窗外。从长白山区到松花江畔，这
条设计时速250公里的高铁犹如巨龙
蜿蜒于秋日的美景之中。

遥远的南国还是夏日，这里早已入
秋，而新近开通的高铁线路仍让东北大
地在黄金周期间“热度不减”。

对于珲春人来说，吉图珲高铁的开
通结束了珲春不通旅客列车的历史，更
为珲春迎来了黄金周客流。如今在东
北，既有纵向的哈大高铁，也有横向的
吉珲高铁与长吉高铁，哈齐高铁、沈丹
高铁，形成密集的高铁网。

沈丹高铁与哈大高铁直接连通，成

为连接省内外大中城市的快速通道。
高铁沿途的本溪水洞、凤凰山、鸭绿江
等风景名胜，独具特色的美食和民俗文
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乘高铁前
往。国庆黄金周期间，预计运送旅客40
万人次。

10月1日，成绵乐客专迎来了开通
运营之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为避开
公路上的拥堵，坐动车到成都周边游成
了成都附近市民的首选，从成都始发的
各次动车车票非常紧俏。平时，成绵乐
客专每天开行动车30趟，长假期间还
将在旅客出行高峰期加开12趟。

全国各地，凡通高铁的地方几乎都
在这个黄金周创下了出行纪录。中国
铁路总公司的数据，国庆黄金周首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53.7万人次，同比
增长6.9％，再创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
历史新高。假日期间，铁路客流将持续
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超1
亿人次，同比增长超过10％。

这样的变化伴随着中国高铁的不
断延伸而日益显现。2007年以前，中
国还没有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高铁。
2008年，第一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
速铁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短短
几年间，“四纵四横”的快速铁路网已初
具规模。截至目前，我国高铁运营里程
已超过1.7万公里。

高铁网络的日益完善，列车开行结
构的优化调整，为铁路客流井喷增长提
供充足“动力”。据南昌铁路局介绍，首

次亮相黄金周的合福高铁和沪昆高铁
南杭段大大提升了江西、福建去往周边
省市的运输能力。不仅去往上海、黄
山、婺源、贵阳等旅游景区的客流快速
增长，安徽、湖南、北京、山东等地的游
客也纷至沓来，一览赣闽山水。

同济大学教授孙章表示，“公交
化”开行的高铁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
距离，也大大催生了人们的出行意
愿。今年的中秋和国庆黄金周双节叠
加，不少游客选择了拼假出行，更推动
了出行的热潮。

高铁网还在华夏大地不断延伸。
离北京180公里之外，2022年冬奥会举
办城市张家口，京张城际高铁部分标段
已经开工。几年后，一小时两地通达的
速度将给两地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出行
选择。

记者 樊曦 齐中熙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1.7万公里高铁“点亮”出行“版图”

“黄金周运”超“春运”

新华时评

景区游人如织
⬅10月4日，游客在贵州黄果树瀑

布景区游玩。 新华社发

⬆长沙橘子洲大桥上空绽放的绚丽
焰火。10月3日晚，长沙湘江橘子洲举
行音乐焰火晚会，欢庆国庆佳节。绚丽
的焰火与璀璨的城市夜景交相辉映，吸
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 新华社发

国庆假期过半。从前四天情况看，
全国大部分地区天气适宜出行，游客出行
热情高涨，全国旅游市场秩序良好。国庆
假日旅游市场前四天三大特点明显。

国内市场：自驾渐成主流

国庆假日前四天，全国各省区市
旅游市场繁荣。各地纷纷推出具有传
统文化特色的节庆活动和旅游产品，
活跃了假日市场，营造了浓郁的节日
氛围。从游客出行方式看，自驾游、散
客游占据主流。

10月1日至4日，全国纳入国家旅游
局监测的125个直报景区累计共接待游
客1964.36万人次，同比下降0.79％；累
计门票收入10.89亿元，同比增长3.1％。

从全国情况来看，监测点热点景
区由于采取了流量限制措施，大量游
客分流选择城市周边游、乡村旅游、文
化旅游和休闲旅游。

出境游：近看周边远看欧美

今年国庆假期，日本、韩国、泰国
等周边国家出境游市场表现火爆。根
据“全国旅游团队服务管理系统”数据
显示，前四天出境游市场同比增长
36.6％（香港除外）。

携程网发布的国庆假期十大出境
游目的地分别为日本、韩国、泰国、港
澳、台湾、美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
马尔代夫和意大利。港、澳不再作为
长假出境游的首选。部分游客选择拼
假出行，美、俄、法、意等国长线游均呈
现大幅增长态势。

互联网＋旅游效应显现

假日前四天，互联网与旅游融合
效应显现，游客网络预订增速迅猛，移
动互联网预订比例上升，去哪儿、携
程、马蜂窝等在线旅游企业假日订单
增幅在100％－300％区间。

各级政府部门利用互联网提高旅
游公共服务质量，旅游企业不断开拓

“旅游＋互联网”经营新模式，新技术的
应用提升了假日旅游出行质量。云南
丽江全面接入“支付宝”服务，游客购物
休闲可实现全城手机支付，使其成为中
国第一座“无现金”古城。九华山联合
微信客户端推出“微信支付狂欢节”，游
客只需使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或微信“摇
一摇”功能，即可半分钟完成一键购
票。济南趵突泉公园采用红外线客流
统计系统，实时统计入园客流量，加强
重点地区的人工监测和疏导。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长假过半
游客出行热情高涨
旅游市场呈现三大特点

这是本次打捞出水的“致远舰”舷窗。10月4
日，在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丹东
港集团有限公司、辽宁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织的
水下考古行动中，又出水一批来自“丹东一号”的
水下文物。此前，“丹东一号”已被判断为是在中
日甲午海战中沉没的“致远舰”。 新华社发

“丹东一号”：
再次出水一批水下文物

新华社广州10月4日电 强台风“彩虹”于4
日14时10分在湛江市坡头区沿海地区登陆。截
至4日19时30分，湛江海域共发生搁浅、走锚等
险情35宗，16名渔民暂时下落不明，1人死亡。
湛江、茂名、阳江等地供电线路设施遭受破坏，全
市大面积停电、停水，电信网络中断。另外，4日
下午同时发生在佛山顺德区的龙卷风已致3人死
亡，近80人受伤。

记者从广东湛江海上搜救分中心获悉，据初步
统计，截至4日19时30分，湛江海域共发生搁浅、
走锚等险情35宗，遇险人员134人，其中117人被
成功救起，16名渔民暂时下落不明，1人死亡。

4日下午佛山市顺德区伦教、勒流、北滘和乐从
四个镇街受龙卷风吹袭，截至19时，共造成3人死
亡，近80人受伤，已分别送至当地多家医院救治。

台风和龙卷风还造成湛江、茂名、阳江以及广
州、佛山等多地供电设施和线路受损。至21时，湛
江市大面积停电。而停电又导致水厂无法生产而
大面积停水，电信网络中断。目前南方电网全资子
公司广东电网已集结2.4 万多人的抢修队伍，并
在条件具备的地区开始抢修。

强台风“彩虹”登陆湛江
致广东1人死亡16人失踪
佛山龙卷风致3人死亡近80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4日从中远
集团获悉，中远集团永盛轮3日抵靠天津港。永
盛轮此次成功往返北极东北航道，创造了中国商
船首次经过北极东北航道从欧洲到中国的纪录。

永盛轮此次航行历时55天、近2万海里，比传
统的经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的航线缩短了航
程、减少了航行时间，降低了碳排放和通航成本。

中远集团永盛轮开辟
往返中国和欧洲新航线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根据教育部网站近
日发布的《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
（2015－2018年）》，我国将建立中职学校质量年度报
告制度，国家中职示范（重点）学校自2016年起，其
他中职学校自2017年起，每年发布质量年度报告。

2016年起实施中职学校
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近日从全国
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获悉，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
下半年在江苏、安徽、福建、江西、四川、陕西等6
个首批试点省启动。首批普查试点分3个阶段，包
括：为完成古树名木资源实地调查、认定；完成古树
名木资源基础数据汇总、信息建档；通过古树名木
资源信息管理系统将资源普查结果上报全国绿化
委员会办公室。

全国古树名木资源
普查试点在6省启动

国庆假期

进入第四天

交通、铁路等部门预测超过7.5亿人扎堆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