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视点
中国春运被称为世

界上规模最大的周期性
人口大迁徙。据初步预
测，2019 年春运全国旅
客发送量将达到29.9亿
人次，同比增长0.6%。

“新华视点”记者调
查发现，2019 年春运热
度不减，客流流向出现诸
多新变化，折射中国人过
年选择更加多样。不过，
春节唯一不变的主题词
仍是“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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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区艺实业有限公司遗失公

司公章，声明作废。

▲海口民轩贸易有限公司遗失财

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许亮不慎遗失（李明）授权负责

处理和使用海南农垦八一总场在

白马井镇仓储用地的各项工作的

授权书，现声明作废。

▲李丹不慎遗失海南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景业清水湾

3号三期A-49号房的房款收据二

张，收据编号:0007679（金额:30

万元整）、0008160（金额：853104

元整），声明作废。
公 告

遗 失典 当

广告

▲海口新美兰旅行社有限公司遗

失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正、副

本，许可文号：琼旅管理发[1998]8

号，编号：L一HAN00101，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杏善堂美容养生馆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0105MA5T4TBP8G，声 明

作废。

▲三亚海棠红旅业有限公司遗失

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三 亚 新 风 支 行 、账 号 ：

265010010607、 核 准 号 ：

J6420001755601），声明作废。

▲刘改萍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130402198401271822，特此

声明。

通知
张永萍，郭姣，熊力，朱笑明、刘馨
阳，马大庆，王亚东，崔建杰，闫玫，
赵兴华，刘娜，鞠海波、鞠宏瑞：你
们购买的琼海市天和人家房屋早
已具备办理不动产登记条件，因多
次按合同所载联系方式无法与你
们取得联系，现登公告通知你们尽
快提供登记资料，因未及时办理不
动产登记的责任由你们承担。特
此通知

琼海伟家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2月4日

注销公告
海南罗曼蒂克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拟向海南省琼海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
起45天内前来办理相关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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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876292136
临高 18608965613

儋 州 18876859611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值得注意的是，在旅途、异乡寻
找“年味儿”愈发流行。携程发布的
《2019春节长假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显示，2019年春节长假预计将有超
过4亿人次出游，其中出境游人次约
700万。

70岁的殷敏芝最近很关注与泰

国相关的新闻，因为初一起她就要
与家人去泰国度假了，这是她第一
次在境外过春节，“女儿说让我过个

‘暖和’的春节”。
“合家欢出游”正成为春节出游

的主流趋势，驴妈妈发布的《2019春
节出游趋势报告》显示，3人以上家

庭出游占比达七成。另有数据显
示，从出游人群来看，80后、90后群
体带全家旅行过年成为春节出游主
力军。

据了解，旅游目的地呈现多
样化，有的青睐三亚、大理的冬日
暖阳，有的则乐于北上赏雪。在

长白山、哈尔滨等地，滑雪、冰钓、
赏冰雕等冰雪运动颇受南方游客
关注。

途牛旅游产品预订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选择节前错峰游的游客
最早1月25日左右便动身，占预订
出游总人次的比例达到54%，同比

增长7个百分点。
即使是在家过年，不少人也会

来个周边游，全家人一起放松身
心。飞猪数据显示，在春节出行人
群中，家乡周边游的人数占57%。

(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记者
张紫赟 鲁畅 杰文津 王阳)

700万人次
境外旅游过年成新选择

随着生活不断改善，旅游特别是
出境旅游成为越来越多人过年的新选
择。2018年狗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
国共接待游客 3.86亿人次，出境游

客达600万人次左右。
今年春节假期，据携程旅行网等

机构结合已有预订数据分析，猪年春
节黄金周期间，将有约 4 亿人次出

行，其中出境游将近 700万人次。中
国游客将遍布国内、海外多个热门旅
游目的地，全球多地将迎来“中国春节
时间”。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春运里的大数据
新春佳节马上就要到来，春运也进入最繁忙的时刻。从春运大数据中，可以看到春运和人们过节的方式正在改变。

9%
反向客流增加

往年春运的流向，都是节前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
乡村，节后再倒回来。而近几年，选择“反向春运”的人越
来越多。如铁路方面，今年春运传统高峰路线的反向客
流增加了9%左右，且多以探亲为主。

大规模的春运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亿万农民去沿海开放
城市务工，春节前返乡过年。但春运的单向流运也造成了运
力的浪费。以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节前开往四川等务工人
员输出大省的列车人满为患，但回来的列车却有大量空座。

近两年，到大城市“反向团圆”成为不少“80后”“90
后”与父母过年的新方式。携程大数据显示，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门是“反向春
运”十大热门目的地，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
订量同比增长超40%。

1亿人次
高峰日运力发挥到极致

从人们感受上来说，春运的便捷
度、舒适度已经比以往大大提高。但春
运毕竟是“最大规模的人类迁徙”，无论
是公路、铁路、民航，都已经将运力发挥
到极致。

春运最高峰时，如节前一两天和假
期最后一两天，全国交通日均客流会突
破1亿人次。

其中，高速公路拥堵里程是日常的

5倍以上；铁路日均发送量 1033万人
次，是平时的3、4倍；各大航空公司加
密航班，单国航、东航、南航三大航空公
司春运期间就要增加15000多班次。

中国人2019年春节在哪儿过？怎么过？

腊月二十七早晨8点，安徽省安
庆市太湖县徐桥镇街上的人流比平
时明显多了，放鞭炮、打年货，锣鼓
声、鞭炮声汇成一片，弥漫着浓浓的
年味。这让常年在上海务工的徐金
荫感受到乡情的亲切，“抢到一张高铁

票，用4小时坐回安庆市。我哥开车
接我回到村里，大半天时间回到家”。

交通便利缩短了数以亿计的农
民工的回家路。360浏览器发布的
《2019年春运大数据预测报告》显
示，今年过半数用户可实现12小时

内返乡，仅有约 11% 用户返乡需
花费 24 小时以上。

在这股巨大的返乡潮中，一线
城市是“返程大军”出发的热门地，
其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更是“热
上加热”。飞猪数据显示，在春节前

“压力指数”较大的火车站中，北上
广深四城的各火车站占满TOP10。

民航出行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9年民航散客春运出行预测报
告》显示，从目前的订票情况看，春
运期间，以家乡所在地为目的地的

乘机人数占总出行人数的48%。
中国乡土民俗专业委员会副主

任宋艾君说，人们常说“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目前返乡过年仍是国人
过年的主流选择，其背后是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一种眷恋。

当许多在城市打拼的人们踏上
返乡旅程，也有人选择将“乡愁”“思
念”接到身边，家中老人来到子女工
作地过年。“回家过年”的传统正在
悄然转变。

1月21日上午10点，在山东省
德州市火车站检票口旁，71岁的胡
振刚手里紧紧握着车票，虽然距离
发车还有一小时，但他和老伴一起
紧盯着检票口上方的信息屏幕，站

在身旁的孙女更是满脸喜悦。这是
他这辈子第一次离家过年，但是想
到能和儿子团聚，还是非常高兴。

“之前儿子上班还有假日，今年他开
了公司，工作更忙，所以我们才反过
头找他过年。”胡振刚说。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
南昌客运段副段长陈其南告诉记
者，往年，节前加开的旅客列车多为
空送到汕头、广州、深圳等地，再把

旅客从当地接回南昌。但是今年，
加开的旅客列车中，单程空送的大
大减少，“反向春运”客流明显增加。

在飞机票方面，记者梳理发现，
除夕前后从云南、贵州、武汉等地飞
往北京、上海等目的地机票价格基
本在2.1折至3折之间，有的票价不
足300元。

在北京工作多年的刘艳，花费
800余元机票钱就将父母从长沙接

到了北京。“算上节后回程的机票，总
价和我单程回家的价格是一样的。”
刘艳说，“反向春运”节省下的路费，
足够带着父母在北京玩上一周。

携程大数据显示，今年“反向春
运”现象凸显，上海、北京、广州、深
圳、杭州、南京、天津、青岛、宁波、厦
门是“反向春运”十大热门目的地，
除夕前一周前往这些城市的机票预
订量同比增长超40%。飞往上述城

市的机票订单中，儿童旅客占比同
比增加39%，50岁以上旅客占比同
比增加42%。其中，“四老一小”订
单显著增长，不少人把双方父母接
到身边过年。

宋艾君说，“反向春运”既为旅
客出行提供了更多实惠和选择，又
可充分利用运输资源。无论是“反
向”还是“正向”，家庭团聚才是核心
要义。

近30亿人次
运输结构改变

今年春运40天时间，全国旅客发送量
将达到 29.9亿人次，总量相比去年、前年
并没有太大变化，但其中运输结构正在悄然
改变。

其中，铁路约4.13亿人次，增长8.3%；

民航约 7300 万人次，增长 12%；水运约

4300万人次，基本持平；道路客运约24.6
亿人次，下降了0.8%。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道
路客运受高铁通车里程持续增加、民航航班
加密和私家车出行量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
县际以上班线客运量近两年持续下降。但
农村客运、定制客运将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回家过年仍是主流选择 48%的民航散客目的地是家乡

“反向春运”凸显 “四老一小”订单显著增加

“合家欢出游”成趋势 3人以上家庭出游达七成

制图/陈海冰

伊朗军方宣布
成功研发新型巡航导弹

据新华社德黑兰2月2日电 伊朗军方2日宣
布，成功自主研发一种新型巡航导弹。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国防部长
哈塔米当天在德黑兰出席军方武器研发通报会时
说，这种新型导弹由伊朗国防部航空工业组织研
发制造，是该国一项重大国防科研成就。他说，伊
朗不会因外部压力停止防御性导弹研发，也不会
与任何国家就此问题继续谈判。

报道说，新型导弹射程1350公里，可在低空飞
行中精准打击射程范围内地面目标。新型导弹将交
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用于航空部队武器配置。

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一直指责伊朗发展弹道
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以及伊核协议精
神。伊朗方面坚称导弹研发是在维护国家利益前
提下实施的，并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
议和伊核协议相关内容。

美国加拿大开发出一种新技术

可让“人造皮肤”有感应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2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和加拿大两国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用新材料技
术打造的感应器，有望用于制造“人造皮肤”，未来
让烧伤患者和假肢使用者重新“感受”世界。

皮肤能感知压力、热、冷和振动，从而帮助人
们避免挤压、烫伤、冻伤等危险，这些功能经常被
正常人忽略，但对于由于烧伤患者等丧失了皮肤
感知功能的人而言，不能感知外界环境或刺激会
导致他们无意中受伤。

近日发表在美国《先进材料》杂志上的研究显
示，这种由纳米粒子组成的感应器可以监测到来
自外界的压力、磁场和声波及其他一些异常状况，
并相应产生不同电流变化。

研究人员希望该装备能帮助烧伤患者和假肢
使用者等重新感知外部环境刺激，并为在高磁场环
境中作业的人对可能存在的磁场辐射发出预警。

2月2日，在埃及明亚省，考古学家在新发现
的木乃伊旁工作。

埃及文物部长哈立德·阿纳尼2日宣布，考
古人员在开罗以南的明亚省图纳山大墓地发掘
了3座古埃及墓葬，出土了40多具保存良好的
木乃伊。

阿纳尼在考古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说，由埃及文物部和明亚大学考古研究中心组成
的联合考古队于2018年11月25日正式启动该
墓地的发掘工作，此次发现木乃伊是埃及2019年
首个重大考古发现。 新华社/路透

2月2日，在巴西布鲁马迪纽，救援人员在溃
坝事故现场附近搜救。

巴西消防部门2日通报说，东南部米纳斯吉拉
斯州上月底溃坝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21
人，其中94人的身份被确认，仍有226人失踪。

新华社/路透

埃及考古发现
40多具保存良好的木乃伊

巴西溃坝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121人

仍有226人失踪

2月3日，天津西至重庆西的G1709次列车乘务人员为旅客表演节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