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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2月11日电（记者
桑彤）中国银联2月11日发布的最新
春节消费数据显示，除夕至初六放假
期间，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长假历
史新高，交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元，达
1.16 万 亿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71.4%。不仅国人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而且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赴中国
体验年味。

“今年春节消费有两个特点值得关
注：一是老百姓更舍得花钱，不论是孝
敬老人、奖励晚辈还是犒劳自己，交易
都有显著增长；二是文化娱乐和旅游消
费增长迅速，成为今年过年的消费亮
点。”中国银联数据分析师陈汉说。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银联卡日常
类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4.7%，高于平
均增幅。具体来看，黄金珠宝类消费
备受欢迎，金额同比增长超过9成，不
少人选择购置珠宝首饰，讨一个好彩
头。此外，买年货、逛庙会等传统消费
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年夜饭、团圆饭预
订尤为火爆。

文娱消费走俏，消费升级趋势明
显。春节期间，滑雪、健身等运动受到

越来越多消费者喜爱，运动类消费金
额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2倍。老百姓
不仅追求身体健康，也注重文化熏
陶。赏话剧、看电影等文娱消费支出
大幅上涨，增幅超过1倍。宁夏、内蒙
古等西部省份娱乐消费支出同比增幅
最高。

旅游消费持续走高，移动支付成
新宠。今年春节假期，旅行社、大型景
区售票、宾馆住宿等旅行相关消费金
额同比增长超过9成。“一带一路”沿
线成为新兴热门旅行目的地，缅甸、摩
洛哥、印度、土耳其、芬兰等地交易量
显著增长。

随着受理环境的逐步完善，越来
越多的消费者青睐更加安全、快捷的
新兴支付方式，云闪付App等移动支
付产品受到欢迎。春节期间，银联移
动支付业务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去
年同期分别增长了2.5倍和4.4倍。

此外，有越来越多境外持卡人赴
中国体验年味。随着银联卡境外发行
突破1亿张，春节期间37个境外市场
的持卡人在境内用卡，交易金额同比
增长超过2成。

春节银联网络交易破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
樊曦 齐中熙）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
获悉，12日，正月初八，铁路客流持续
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
1200万人次，春运启动至今，全国铁
路累计发送旅客达2.1亿人次。

2 月 11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1274.8 万人次，同比增加 52.4 万人
次，增长4.3%，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
序。其中，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90.4万人次，同比增加0.2万人次，增
长0.3%；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204.3万人次，同比增加9.3万人次，
增长4.8%；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07.0万人次，同比增加2.0万人次，
增长1.9%。

春运过半，截至2月10日北京三
大站累计发送旅客895.86万人，同比
增加50.43万人，增幅6%；累计到达
旅客586.4万人，同比增加49万人，增

幅9.1%。
近期，我国部分地区持续出现雨

雪、大雾天气，铁路部门强化应急措
施，优化站车服务，保障运输安全有
序和旅客顺利出行。沈阳局集团公
司长春站在“12306春之约”爱心服
务台设置了应急改签处，为旅客提供
车票应急改签服务；北京局集团公司
管内各站加强设备设施检查，在站
台、进站通道、车站广场等重点部位
铺设防滑草垫，确保列车运行秩序和
旅客出行安全；郑州局集团公司在管
内各大车站增派人员引导，为重点旅
客提供“一站式”服务；武汉局集团公
司采取广播宣传、电子屏滚动等方
式，及时提供列车运行情况和地铁、
公交驳接等服务信息；济南局集团公
司济南西站增设旅客求助触摸屏，旅
客可与工作人员视频在线交流，免费
使用应急电话。

铁路春运累计发送旅客突破2亿人次

2月10日，旅客在贵阳北站等候检票上车。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据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春节期间，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美国、俄罗
斯、立陶宛、葡萄牙和新加坡等国举
行，受到当地民众欢迎。

2019年“四海同春”赴欧洲艺术团
11日晚在英国伦敦守护神剧院举行演
出，演员们精彩的表演为旅英侨胞带来
了祖国亲人的问候和家的温暖。

当晚，中国东方歌舞团带来的《亥
猪乐道》为演出拉开序幕，身着大红服
饰、拿着红灯笼的演员们随着悠扬的
音乐跳起欢快动人的舞蹈，将红红火
火的春节气息带给全场观众。

美国亚洲协会得州分会9日在休
斯敦举办庆春节活动，来自中国杭州
的手工艺人现场展示了多项手工技
艺，包括杭州刺绣、宣纸制作、纸伞制
作和木雕等。当地民众大多首次见到
这些新颖别致的艺术品，小朋友们争
先恐后参与其中，有的亲手装饰团扇，
有的尝试宣纸制作，场面十分热闹。

“我希望能更多了解中国春节和
中国传统文化，学习不同的文化能让
我们彼此加深了解。”参加活动的当地
艺术教师比尔德说，美国学生对中国
的了解有限，通过文化来认识中国是
非常好的途径。

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9日晚在莫

斯科举行，来自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
艺术家们为俄罗斯观众献上了一场极
具中国特色的新春音乐盛宴。

音乐会在喜气洋洋、充满中国年
味的《春节序曲》中拉开序幕。随后，
《我的祖国》《茉莉花》《抒情变奏曲》
《二泉映月》《庄周梦》《澳门随想曲》等
经典作品登场，中国民族乐器独有的
魅力让俄罗斯观众如痴如醉。

担任本次音乐会首席指挥的彭家
鹏说，俄罗斯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音
乐家和音乐作品，中国民族音乐有着
独特的魅力，相信音乐可以作为纽带，
让两国人民加深了解。

9日，“印象中国”摄影展在立陶
宛温泉小镇德鲁斯基宁凯拉开帷幕，
成为小镇“约会中国年”活动的重头
戏。摄影展共展出立陶宛摄影师维陶
塔斯·达拉什克维丘斯的24幅摄影作
品，集中展现了中国民俗风情、自然景
观及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达拉什克维丘斯对记者说：“中国
人是如此勤劳、真诚和友好，他们的生
活以及中国的发展是我的镜头最愿意
捕捉和体现的东西。”

当天活动中，维尔纽斯大学孔子
学院带来的中国农历新年年俗介绍、
古筝表演、茶艺和武术气功表演等为
小镇带来浓浓的年味。

由中国驻葡萄牙大使馆和里斯
本市政府联合主办的“欢乐春节”庆祝
活动9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阿拉梅
达广场举行。广场四周挂满了大红灯
笼，处处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

当天上午，由葡萄牙中华妇女联
合总会腰鼓队、里斯本中文学校、葡萄

牙中华文化之友协会等组成的19个
方队在广场旁的街道举行行进表演。
表演者身着各式民族服装，有的敲锣
打鼓，有的舞龙舞狮，有的跳起民族舞
蹈，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观看。下午
开始的文艺演出中，中国武术和京剧
表演等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中国驻葡萄牙大使蔡润在文艺演
出开始前致辞说，“欢乐春节”活动为
中葡两国艺术家提供了同台献艺、相
互切磋的舞台，为两国民众提供了了
解对方文化艺术和民俗风情的机会，
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发
挥了积极作用。

海外中国春节文化活动异彩纷呈

外交部发言人：

共建“一带一路”
中方从不强加于人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温馨）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12日表示，在与有关国家共建“一
带一路”进程中，中方从不强加于人、也从未施加
任何所谓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每一个项目都是
有关各方平等协商的结果。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到，据《印度
斯坦时报》报道，印度外交部一份研究报告称“一
带一路”倡议对各国施加的不可接受的条件正招致
严重反弹。对此，华春莹在答问时说，印方报告中
所提到的几个项目情况都与事实严重不符。例如，
巴基斯坦迪亚米尔-巴沙大坝项目并没有被列入
中巴经济走廊项目清单。尼泊尔西塞提水电项目
是一个商业项目，有关企业正围绕经济可行性等具
体细节进行协商。至于中国港湾公司被孟加拉国
政府列入黑名单事，据她所知，也不符合事实。

她表示，目前，已经有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同中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一大
批合作项目已落地生根并开花结果，为沿线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一带一路”已经
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成为国际合作的
重要平台。共商、共建、共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
黄金法则。中方在与有关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进
程中，始终坚持平等、开放、透明，按照市场规律和
通行国际规则行事。

“个别项目或许遇到暂时的困难或问题，并不
能改变‘一带一路’合作对有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因此受到广泛欢迎的客观
事实。”华春莹说。

她表示，今年，中国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方期待通过举办此次论
坛，与各方共同总结共建“一带一路”进展，规划未
来合作蓝图，以期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地共建

“一带一路”。

外交部敦促有关国家
停止借炒作所谓“网络窃密”
抹黑中国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温馨）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1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敦
促有关国家停止借炒作所谓“网络窃密”和黑客
攻击问题抹黑中国，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双边
关系的言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期有报
道称，一些为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黑客入侵
了挪威软件公司，称这是中方发起“云端跳跃”全
球黑客行动的一部分，目的是窃取知识产权和商
业机密。另据报道，澳大利亚正就其国会网络被
黑客攻击调查是否与中国有关。挪威情报部门也
报告称，俄、中可能对挪发动复杂的互联网攻击行
动。中方对上述报道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这些报道无非是个别国家抹黑中
国的系列行动之一。关于网络安全问题，中方一
向认为，网络安全是全球性问题，事关各国共同
利益，需要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真正长期关心网
络安全问题的人应该不会忘记“棱镜门”事件，
也应该听说过“方程式组织”，更应该知道个别
国家研发进攻性网络工具引发的“想哭”勒索病
毒肆虐全球，这些事件为全球网络安全都敲响了
警钟。

“需要强调的是，网络空间虚拟性强，溯源难，
行为体多样，在调查和定性网络事件的时候应拿
出充分的证据，而不能无端猜测，更不能乱扣帽
子。”她说。

华春莹说，中方是网络安全的坚定维护者，坚
决反对并打击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窃密活动。
中方倡导国际社会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础
上，通过对话合作共同应对网络安全威胁。不负
责任的指责、施压和制裁只会加剧网络空间紧张
对抗，毒化合作环境。“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借
炒作所谓‘网络窃密’和黑客攻击问题抹黑中国，
停止损害中国利益和双边关系的言行。”

我国建成世界最大
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刘羊旸）记者
12日从国家能源局获悉，我国煤电超低排放和节
能改造“十三五”总量目标任务提前两年完成，已
建成世界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

为推动我国煤炭清洁利用，实现煤电行业高
效清洁发展，2014年以来，我国大力实施煤电超
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程。截至2018年三季度
末，我国煤电机组累计完成超低排放改造7亿千
瓦以上，提前超额完成5.8亿千瓦的总量改造目
标，加上新建的超低排放煤电机组，我国达到超
低排放限值煤电机组已达7.5亿千瓦以上；节能
改造累计已完成6.5亿千瓦，其中“十三五”期间
完成改造3.5亿千瓦，提前超额完成3.4亿千瓦
改造目标。

据介绍，经过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2014
年以来，我国煤电行业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
尘年排放量大幅下降，供电标煤耗也呈现明显
下降趋势，煤电逐步成为提供安全、清洁、高
效、可靠电量和灵活调节能力的基础性电源，有
力推动了能源清洁发展，为大气污染防治做出
了重要贡献。

新华社杭州2月12日电 一场看
似普通的感冒导致爆发性心肌炎，一
个晚上心脏骤停50次左右，杭州王女
士近日经历了一场由感冒引起的“生
死拉锯战”。专家提醒，冬春季节是重
症心肌炎（爆发性心肌炎）的高发时
节，感冒后出现胸闷、心悸等症状应及
时去医院，以免失去最佳抢救时间。

春节期间，王女士因感冒觉得头

晕喉咙痛，想早睡养养神，然而凌晨起
床上卫生间时却身体瘫软晕了过去，
醒过来后依然头晕胸闷，她还觉得是
感冒或劳累所致，就又上床休息了，一
天后才赴医院就诊。

浙江省人民医院医生介绍，导致她
出现这些症状的原因竟是爆发性心肌
炎，死亡率达70%。在医院，王女士入住
重症医学科，还接受了ECMO体外膜肺

氧合支持治疗，自身的多个器官一度无
法正常工作，经过ICU、心内科、血管外
科、超声科等多学科医护人员的配合治
疗，王女士的生命体征恢复平稳。

浙江省人民医院ICU主任孙仁华
表示，爆发性心肌炎刚开始的症状与感
冒十分相似，很容易被忽视，但一旦病毒
侵蚀心肌，患者会出现胸闷、心律失常等
表现，重者并发心源性休克，甚至导致多

脏器功能衰竭，“有的病情恶化在一两天
后，会给医生留出急救时间；而有的患者
从发病到死亡，只有三四个小时。”

该院心内科主任王利宏说，临床
发现，爆发性心肌炎多见于平时身体
比较好、工作学习压力较大的青壮年，
其中以20至40岁人群最为多见。这
一方面与年轻人免疫反应相对敏感有
关，另一方面年轻人容易忽视身体发

出的信号，只有熬不下去了才去医院，
而此时心肌细胞往往已经严重受损。

专家提醒，冬春之际感冒后若伴有
全身极度乏力、肌肉酸痛、胸闷气急、头
晕、心慌等症状，或表明病症转向心血
管系统，应引起重视立即到医院就诊。
若及时发现、确诊和治疗，大部分心肌
炎的患者可以恢复，只有少数人演变成
扩张性心肌病，留下后遗症。

冬春之际感冒需警惕爆发性心肌炎

2月10日，英国伦敦表演舞龙。当日，伦敦举行新春巡游，共同庆祝中国农历新年。 新华社记者 韩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