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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胡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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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者
于佳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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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示，节日
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
36个大中城市大米、面粉价格均
与节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上
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节
前上涨 4.4%。

猪年春节钱花哪？

黄金周零售、餐饮破万亿元

春节假期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联合国大会
会议厅8日晚喜气洋洋，苏州交响
乐团的中国新年音乐会在这里举
行，将中国农历新年的喜悦和祝福
传递给联合国官员及各国使节，也
让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春节过得更有
年味。

虽非专业音乐厅配置，但联大
“尽己所能”做足准备：中层和顶层多
组射灯齐放，标志性的演讲台被一面
红色大鼓取代，两侧显示屏播放着新

春风情片和乐手演奏近景……
《春节序曲》拉开音乐会序幕。

《茉莉花》《敦煌》以及小约翰·施特
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作品奏响
大厅。中国传统乐器二胡、大鼓的
演奏更是音乐会的亮点。

完成既定曲目后，在观众持久
的掌声中，乐团加奏了《北京喜讯传
边寨》《花好月圆》和《拉德斯基进行
曲》。伴随欢快的节奏，全场观众一
齐拍手，将音乐会的气氛推向高潮。

指挥家陈燮阳当天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音乐会曲目选择经过深思熟
虑，做到囊括中外、兼顾经典与现
代。他表示，苏州交响乐团受邀到联
合国演奏意义重大，这里各国使团聚
集，能将中国春节文化传至全世界。

乐团演奏前，第73届联合国大
会主席埃斯皮诺萨、本月安理会轮
值主席国赤道几内亚常驻联合国代
表阿纳托利奥·恩东·姆巴以及中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先后发表致

辞。会场还播放了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的春节贺词。

音乐会结束后，许多中国观众
对记者说，这场演出让他们在海外
过了一个喜庆年，弥补了不能回国
与家人团聚的遗憾。他们对乐团的
高水平演奏赞不绝口，纷纷表示享
受了一场听觉盛宴。

希腊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卡拉姆
夫雷佐斯曾在中国工作，当天的音乐
会让他回到“旧日好时光”。他说：“中

国和希腊都是文明古国和文化发源
地。我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热爱中
国的语言文化。音乐会十分精彩，我
尤其喜欢其中的中国乐曲，感到仿佛
又回到了中国。”他的小女儿用中文
对记者说：“春节快乐！”

当天的音乐会属中国文化和旅
游部“欢乐春节”活动项目，也是这一
大型文化交流活动首次走进联合国。

(新华社联合国2月9日电 记
者徐晓蕾)

“欢乐春节”走进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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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何欣荣 杨有宗)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你怎么看？

春节长假，人们走出家门走进自然，乐享山水好风光。图为游客在广西北海银滩休闲度假。 新华社发（李君光 摄）

2月9日，游客在江苏镇江金山公园内拍摄
雪后美景。

近日，我国江苏、安徽、山东等地出现降雪，雪
后人们游兴更浓。 新华社发

雪后游兴浓

2月8日，山东省枣庄市民间艺人在民俗“踩
街”送祝福活动中表演扭秧歌。

春节期间，各地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令人目
不暇接。 新华社发

民俗送祝福

2月9日，游客在拍摄水下舞龙表演。
春节期间，青岛海昌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水下

舞龙舞狮”表演。潜水员背上氧气瓶，换上演出服
装，潜入水下为游客带来“漫游龙宫”“神龙摆尾”
“龙腾狮跃”等耳目一新的表演。 新华社发

水下舞彩龙

2月8日，游客在河北省黄骅市举办的新春
灯会上游览。

春节期间，河北省黄骅市举办的新春灯会吸
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赏。灯会上各类造型花灯流
光溢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新华社发

花灯贺新春

2月8日，游客在淮安清江浦庙会上品尝棉花糖。 新华社发（贺敬华 摄）

2月9日，在英国伦敦，人们观看舞狮表演。
当日，伦敦约克公爵广场举行中国农历春节

庆祝活动，人们在活动中观看舞狮表演并制作春
节装饰品。 新华社发

英国伦敦

舞狮庆新春

2月9日，在荷兰海牙，打扮成“财神”的演员
向民众发红包。

当日，海牙中国城、市政厅等地举办活动，庆
祝中国农历春节。 新华社发

荷兰海牙

“财神”发红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