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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假期

他们为了“探月梦”
奔跑向前

今年“十一”恰逢国庆和中秋两个节日，地
上的人们忙赏月，而天上的月亮也正等待着中
国探测器的再次造访。

“十一”期间，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我
国计划年底前发射的嫦娥五号探测器已经进
入发射场准备阶段，正在同执行此次发射任务
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一起，进行发射前的总装
和测试。

有这样一群航天人，为了我国探月工程
“绕、落、回”三步走目标中“回”的关键一步，正
在为实现嫦娥五号任务的“探月梦想”奔跑向
前。这个假期，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没能和家
人团聚，一直坚守在工作岗位。

作为火箭系统的“01指挥”，来自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一院总体部的黄兵是对火箭最熟
悉和了解的人之一。不管是整流罩转运还是
火箭厂房测试，他总要在现场陪着这位“胖五
兄弟”一起，走完每一步。

在发射场里，记者第一次见到他时，这个
爱跑步的航天专家就像一名战士，不顾海南
的高温和热浪，丝毫不敢落下脚步，紧跟在火
箭身后，小心翼翼地守护着。

“对于执行这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五号运载
火箭而言，从立项之初就是用于将嫦娥五号探
测器发射到月球上去。”黄兵说。

“长征五号火箭就像我们的家人一样。”黄
兵坦言，经历过长征五号第二次发射的失败，再
到第三次发射的成功，我们整个团队对火箭的
认识都在提升，整个系统也越来越成熟。通过
后续的几次发射，包括长征五号B运载火箭的
成功首飞和“天问一号”的成功发射，我们现在
对“胖五”更加充满信心。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国航天的舞
台就有多大。”黄兵告诉记者，不仅是用于嫦娥
五号探测器的发射，长征五号作为我国新一代
运载火箭的代表型号，从诞生起就瞄准着更广
阔的宇宙，它的肩上还将承担起中国航天执行
更多重大任务的使命。

按照计划，嫦娥五号有望实现中国航天史
上的四个“首次”：首次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首
次从月面起飞，首次在38万公里外的月球轨道
上进行无人交会对接，首次带着月壤以接近第
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其中，如何在月球表面自动采样，是摆在中
国航天人面前的一道难题。放眼世界，美国是
通过载人登月的方式，从月球表面人工采样带
回地球，而中国要实现的则是在月球表面通过
探测器自主完成月壤的采集。

“我们整个团队从十年前就开始预研，攻关
各种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为的就是能把月
壤成功带回来。”此时此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五院嫦娥五号探测器钻取子系统技术负责人
王国欣和同事们仍在坚守，一次又一次地面试
验，为的都是能够最终通过月球上的考验。

这个假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八院嫦娥五
号探测器副总指挥张玉花依旧很忙。她是嫦娥
五号探测器研制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也是正在
月背探索的“玉兔二号”月球车的主要负责人，
更是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
的副总指挥，常常要奔波往返于北京、上海、文
昌等多地。在她眼中，深空探测和月球探测本
身就十分有价值，探索的过程就意味着人类好
奇心的驱动和科技的进步。

新的长跑正在开始，嫦娥五号蓄势待发。
（据新华社海口10月8日电）

畅享抗疫成果 释放复苏信号
——中国假日经济热潮令全球瞩目

“十一”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新冠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个“十一”黄金周，中国消费市场明显复
苏，旅游出行、餐饮购物、文化娱乐均呈现繁荣景象。海外观察人士和媒体指出，假日经济火热既体现抗击疫情斗争取得
重大战略成果，也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复苏的清晰信号。

超大市场规模助推中外共赢

“十一”黄金周展现的巨大消费能量，不仅体现了中国的
市场规模优势，也凸显了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释放的发
展动能。

墨西哥经济部长格拉谢拉·马克斯表示，具有强大活力
的国内市场推动着中国经济复苏，中国将逐步形成以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9月预测，今年中国是二十国集团
中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成员。

海外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中国消
费回暖将带动各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促进周边经济体及
世界经济复苏。

美国景顺投资公司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庭在接
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随着中国经济摆脱疫情影响强劲反
弹，亚洲经济体必将受益。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认
为，中国国内消费增加会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需求总
量，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俞懋峰）

高效抗疫为黄金周保驾护航

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中国人得以在黄金周放心出行消
费的大前提。彭博社评论，疫情在中国已基本得到控制，黄
金周假期显示了中国对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措施的信心。

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新兴市场部部长韩载振表示，中国
在全球率先控制住疫情，取得令人瞩目的防疫成就。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环境下，促进假日经济能够充分释放居民消费活力。

疫情在全球重创多个行业，旅游业首当其冲。得益于对
疫情的有效控制，黄金周在中国掀起旅游热潮。数据显示，
10月1日至4日，中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3120.2亿元人民币。

“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回到接近正常状态。”《纽约时报》如
此评价。德新社报道说，“今年全球旅游业预计将损失超过
1万亿美元，而在中国旅行已经大致恢复正常”。

不少海外媒体将目光投向解封约半年后的武汉，感叹其
恢复力之强。英国《泰晤士报》网站刊文说：“武汉体育中心
重新开放首日的预约人数就达到了上限，购物街上熙熙攘
攘，地标建筑黄鹤楼在夜晚上演绚丽的光影秀。”美国有线
电视新闻网报道，黄鹤楼是黄金周最受追捧的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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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期间

全国社会大局稳定
治安秩序良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熊丰）记
者8日从公安部获悉，国庆中秋长假期间，全国
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刑事类警情同比
下降6.6%、治安类警情同比下降11.6%，道路
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32.8%，各重点旅
游城市和2900余个4A级以上景区秩序井然，
738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举行。

针对旅游景区出现的大客流情况，各地公
安机关积极配合主管部门对旅游景区客运索
道、摆渡车辆、大型游客设施等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整治，督促旅游景区严格执行接待游客量不
超过最大承载量75%的上限要求，落实实名购
票、错峰进园等措施。

节日期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强化组织领
导，统筹抓好口岸边境安保和疫情防控工作，严
密防范打击各类跨境违法活动，切实维护口岸
边境地区安全稳定。

大数据告诉你

今年国庆假期出游有多

消费畅旺传递经济复苏信号

黄金周期间，中国消费市场多点开花，民众消费加速向品质化、
多样化、个性化发展，消费升级趋势明显。

海外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各大旅游平台，注重私密性和安全性
的自驾游或定制游等高品质旅游产品受到青睐。

“自驾游和1至6人规模的定制型小团体旅游是今年中国‘十一’
黄金周旅游市场的热门主题。”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这样报道。

随着旅游出行迎来高峰，与之息息相关的餐饮和购物也迅速升
温。在三亚国际免税城，日化美妆柜台前人头攒动，一些知名品牌
门店因限流需排队入店。

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疫情导致出国旅游及代购受限，原本
在海外“买买买”的中国中产阶层转而在国内挥洒购物热情。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表
示，受黄金周期间“报复性消费”等因素影响，零售业有望加速复苏。

黄金周还见证了文化消费强劲复苏。票房分析机构猫眼的数
据显示，截至5日零点，国庆期间新上映的两部影片《我和我的家
乡》《姜子牙》票房均突破10亿元人民币。

此前受到抑制的文化娱乐消费在黄金周集中释放，使中国电影
市场迎来一波“爆发”，让仍处于低迷中的海外电影市场看到希望。

10月8日，旅客在杭州火车东站候车大厅候车。 新华社发

交通运输部：

国庆中秋假期日均
发送旅客6211.5万人次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记者8日从交
通运输部获悉，10月1日至8日，全国铁路、公
路、水路、民航日均发送旅客6211.5万人次；预
计道路发送旅客3.79亿人次，日均客运量4737
万人次，同比去年假期日均客运量下降30.93%。

交通运输部统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8
日，全国公路网交通流量处于持续高位状态，总
体平稳有序。预计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流量
4766.62万辆次，同比下降4.69%。

错峰出游、预约出行……
文明理性出游蔚然成风

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人们更加
注重文明理性出游，这也从旅游平
台数据上得到印证。

驴妈妈旅游网数据显示，10月
3日和4日，国内周边游进入高峰
期，且相较于往年热度更高，错峰出
行游客明显增加。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
即便在作为游客返程高峰期的 7
日，沪上150多家主要景区(点)共接
待游客104万人次,同比增长25%，
折射更多市民游客错峰出游。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何建民分
析，与往年假期游客前往景区有明
显的“潮汐”特征不同，今年假期更
多居民通过错峰方式出游，这也是
众多景区接待量恢复程度较高甚至
实现同比增长的原因。

“预约旅游”已蔚然成风。在携
程平台上，国内已有超过1万家景
区提供预约预订服务，越来越多的
景区通过信息化手段来保障游客的
参观体验。另据《5A景区数字文旅
发展水平调研报告》，我国5A级景
区在线预约比例已达94%。

更多游客“寓学于游”。驴妈妈
旅游网平台上预订景区电子导览、含
人工讲解套餐等产品人次较去年国
庆假期增长35%。驴妈妈董事长王
小松分析，随着我国居民旅游休闲消
费升级，游客不仅希望住得舒适、吃
得地道，也希望深度了解目的地的历
史文化，人们正在享受更美好的“诗
和远方”。（新华社上海10月8日电）

“简直就像过年一样！”这是众多游客及旅游业者对今年国庆中秋假期的直观感受。
来自文旅部门及旅游企业的大数据印证了人们的感受：在各地严格落实疫情防控举措前提下，人

们旅游休闲消费热情和信心“爆棚”，创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超长黄金周”。

酒店、交通、景区……
各市场复苏劲头十足

大数据显示，酒店、交通、
景区等各旅游细分市场复苏
劲头十足，好于市场预期。

在线旅行平台同程艺龙数
据显示，在国庆中秋假期前 4
天，平台上国内酒店预订量较
去年假期前 4 天增长 40%；位
于三线及以下城市的酒店预
订量同比增幅更是超过50%。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该平台上全国酒店预订
量同比增长超过 50%，其中高
星级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近
100%。

交通方面，早在节前，多家
旅游平台上热门线路火车票
就再现“一票难求”。飞猪平
台上，假期长线游和跨省游相
关机票预订量同比上涨12%。

同时，私密性更强的租车
游、自驾游、小团游更“火”
了。携程数据显示，其租车业
务量在这个假期同比增长超
50%，私家团业务则同比增长
100%。

多地景区游客“爆棚”。北
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示，
国庆假期前 7 天，旅游景区接
待 人 数 恢 复 至 去 年 同 期 的
99.7%。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披
露，1 日至 7 日沪上主要景区
已接待超过 760 万人次市民
游客，接待量已超过去年国庆
假期。

要问今年假期体验如何，答案可
能“千人千面”。而从旅游大数据来
看，红色旅游、夜间旅游、乡村郊野旅
游是最大的亮点。

驴妈妈旅游网8日发布报告介
绍，在山水名胜、历史人文、主题乐
园等出游主题热度不减同时，这个

“黄金周”夜间旅游、红色旅游游客
人次增幅最大。尤其是假期前两
日，红色旅游相关咨询和预订量较
今年端午节假期增长超出3倍，其
中，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遵义会议

纪念馆等深受游客喜爱。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数据显

示，沪上纳入假日监测统计的8家
红色主题类景区(点)在国庆前7日
累计接待15万人次游客，人们通过
参观这些景区景点厚植家国情怀。

驴妈妈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
间，国内夜间旅游产品预订量同比上
涨27%，其中上海黄浦江夜游、广州
珠江夜游、重庆两江夜游等人气最
高。美团研究院也预测，夜间经济
在这个“黄金周”消费中将占据重要

地位。
随着乡村振兴推进，更多居民爱

上周边游、近郊游，乡村民宿消费“走
俏”。飞猪平台数据显示，假期期间
该平台上乡村民宿订单量同比增长
68%。马蜂窝数据显示，国内民宿客
单价较去年同期上涨32.97%，“当地
游”的客单价也较去年同期上涨
31%。据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统计，
假期前5天，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各景
区点接待游客22.78万人次，同比增
长290%。

红色、夜色、绿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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