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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十一”黄金
周——

“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统筹疫
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稳中向
好，中华大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第
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这个金
秋假期，中国在流动和忙碌中释放发
展动力。

这是一个活力涌动的消费大市
场——

实体商超人气回升，线上零售增
长强劲，新业态新模式引领消费潮流
……持续升温的假日经济，彰显中国
市场的巨大潜力。

热力十足
线上线下消费加速复苏

国庆假期首日，记者在位于海南
省海口市的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看
到，香化、酒水、电子产品等区域人潮
涌动，部分柜台前，等待支付的消费者
排起长龙。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海
口海关共监管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1.71亿元，同比增长122%。随着进
口渠道拓宽、免税购物政策更完善，越
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不出国门，也能
轻松选购来自全世界的商品。

除了免税购物，传统百货零售业
也迎来“假日旺季”。银泰百货负责人
告诉记者，假期前3天，旗下多地门店
客流量迎来新高，商场精心组织了童
话嘉年华、汉服主题巡游、芝芝蜜桃音
乐节等多场主题活动，进一步丰富线
下场景体验，促进假日消费。

“云端”消费持续发力。京东大数
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智能电器等销
售快速增长，北京、上海等地扫地机器
人交易额同比增长约4倍，能满足动
态摄影的运动相机交易额同比增长近
100%。不少人选择就地过节，在美
团平台上，给父母的异地“孝心订单”
增长迅速，部分城市近一周订单量环
比增长超200%。

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国经济的
窗口。

受疫情和汛情等因素影响，8月
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增速回落幅度较大。消费主引
擎“后劲”如何，备受关注。

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分
析，去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消费大幅
回落，下半年逐月回升，8月以后基数
不断抬高，所以今年下半年以来同比
增速有所回落，但消费回升的总体势
头没有改变。

国庆期间，各地展开了形式多
样的促消费活动——上海浦东启动
全球消费品牌集聚计划；云南开展

“惠购金秋”促消费系列活动；湖北、
广东、河南等多地在国庆期间发放
惠民消费券……一系列政策和活动
加持下，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复
苏脚步加快。

王斌预测，10月份乃至整个四季
度消费仍将延续平稳恢复态势。预计
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望达到
44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2.5%左
右，比2019年增长8%左右。

活力涌动
服务消费扮靓美好生活

金秋的微风拂面而过，金色的稻田
阡陌纵横……在沈阳市沈北新区“稻梦
空间”景区，来自周边城镇的游客们纷
纷拍照打卡，欣赏如画的田园风景。

疫情发生以来，家门口“微度假”、
短途游热度持续攀升，身边的“诗和远
方”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出游选择。飞
猪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前一周，本地及
周边游预订量环比增长超380%。此
外，随着中小学生课外时间进一步解
放，亲子游学等旅行市场热度颇高。

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十一”假期，
位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的
红色大讲堂、红色民宿、红色文创商店
等一批旅游设施，受到各地游客欢迎；
在甘肃省，天险腊子口、长征“加油站”
哈达铺、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遗址遗
迹在国庆期间迎来大量游客。

国庆档电影也在这个假期唱响主
旋律。以《长津湖》《我和我的父辈》等
为代表的影片紧扣时代脉搏，弘扬奋斗

精神，引发假日观影热潮。相关机构统
计数据显示，10月1日至3日，我国电
影票房已超20亿元。不少观众选择在
光影魅力中，感悟深厚的家国情怀。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步伐加快，以
餐饮、旅游、文化娱乐等为代表的服务
消费增长迅猛。疫情期间，互联网医
疗、在线娱乐视听等一系列“无接触”
服务呈爆发式增长，越来越多个性化、
定制化服务受到消费者追捧。

“中国正处在消费结构升级的关键
阶段，未来十年、二十年，中国老百姓在
医疗、健康、旅游、职业教育、文化信息
产业等服务领域的消费需求将越来越
大。”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迟福林说，中国将有望成为全球最大服
务业市场和服务型消费新增市场。

“新”风正劲
业态升级积蓄发展新动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食品、
服装、家电、住房、汽车等商品消费“排
浪式”发展。如今，中国已然进入消费
升级新阶段，持续升级的业态模式、不

断更新的消费面孔正在为中国经济积
蓄发展新动能。

新业态释放新活力 ——
星巴克全球首家环保实验店“向

绿工坊”、文化生活概念影院品牌
MOViE MOViE中国内地首店……
不久前新开业的前滩太古里，成为国
庆期间上海最火热的网红打卡地之
一，据其相关负责人介绍，首批开业的
各类首店已超过50家。

“首店经济”、网红快闪、VR沉
浸、直播带货……今天的商品零售，正
在向个性化、数智化、高效化发展，各
类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中
国市场注入新活力。

新需求引领新供给——
一款根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的

扫地机器人在国庆假期网上销售火
爆。平台通过大数据分析，发现除了
智能避障、路径规划等常规功能提升
外，自动集尘和自动清洗功能成为消
费者的新追求，商家根据需求精准定
制的“扫拖一体机器人”一经推出便走
俏线上市场。

专家表示，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
正在加速供给侧变革，数智化社会供
应链形成协同效应，厂商柔性制造能
力越来越强，C2M反向定制成为商家
发力角逐的新赛道。

新面孔撑起新空间——
“今年是我和老公结婚一周年，我

们选择在国庆假期去云南旅拍，请专
业摄影师记录这次有意义的旅程。”来
自天津的“90后”李薇对记者说。

宠物摄影师、旅拍策划师、收纳师
……面对不断提档升级的消费需求，
一批各具特色的新职业应运而生。“Z
世代”“小镇青年”“精致妈妈”“新锐白
领”等更加细分的消费群体，让“小而
美”也能成为广袤蓝海。

这个活力四射的假期消费仍在持
续。未来，随着国内消费环境持续优
化、消费短板不断补齐，必将涌现更多
优质商品和服务，促进消费潜力加速
释放，为中国经济注入强大动能。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假日消费折射中国市场活力
——来自“十一”黄金周的一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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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科学家分享2021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4日电（记者和苗
付一鸣）瑞典卡罗琳医学院4日宣布，将2021年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戴维·朱利叶斯和阿
德姆·帕塔普蒂安两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发现
温度与触觉“感受器”方面所做出的贡献。

岸田文雄当选
日本第100任首相
新内阁阁僚共20人 13位首次入阁

新华社东京10月4日电 日本自民党新总裁
岸田文雄4日在临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首相指
名选举中，均获得超过半数选票，当选日本第100
任首相。

在当天的首相指名选举中，岸田文雄在众议
院458张有效选票中获得311票，在参议院241
张有效选票中获得141票，顺利当选。岸田文雄
随即着手组建内阁。当晚，在日本皇宫举行首相
任命和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后，新内阁将正式成立。

据新华社东京10月4日电（记者姜俏梅）日
本自民党新总裁岸田文雄4日当选日本第100任
首相后立即组建内阁。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
一在首相官邸公布了岸田内阁阁僚名单。

岸田内阁阁僚共20人，其中13位为首次入
阁，女性内阁成员有3人。内阁阵容体现了岸田
平衡派阀的用意。

菅义伟内阁3位阁僚再次入阁，其中外务大
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留任，前文部科学
大臣萩生田光一转任经济产业大臣。

朝韩通信联络线重启
据新华社平壤10月4日电（记者江亚平 洪可

润）朝鲜中央通讯社4日发表公报说，朝鲜决定从当
天上午9时起重启朝韩间所有通讯联络线。韩国
当局要深深领会重启朝韩通讯联络线的意义，为
改善朝韩关系、打开今后辉煌前途作出积极努力。

据新华社首尔10月4日电（记者陆睿 杜白
羽）韩国统一部4日说，韩方期待通过稳定运营南
北间的通讯联络线，尽快重启对话，开始进行包括
恢复南北关系和推动半岛和平在内的实质性讨论
并取得进展。

韩国统一部对媒体说，当天上午9时，韩朝联
络办公室开始通话，南北通讯联络线得以恢复。
韩国政府认为，连接南北通讯联络线为稳定朝鲜
半岛局势和恢复南北关系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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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期间，乐东举办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落日极光”狂欢季等活动

江畔观水舞 山巅望日出

乐东昌化江
大型音乐水舞秀
令人惊叹，“落日
极光”狂欢季让人
陶醉，各地游客争
相“打卡”尖峰岭
看日出，毛公山景
区游客成倍增长
……今年国庆黄
金周进度过半，乐
东黎族自治县旅
游业呈现出火热
景象。

昌化江上演大型音乐水舞秀

“哇，真漂亮！喷得真高……”乐东
黎族自治县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9
月30日上演。

乐东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水域面
积2000多平方米，最大横距约120米，
最大宽度约18米，喷泉最大垂直喷水高
度约80米。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通过
高科技手段，打造出齐头并进、舞动青
春、盛世花开、雷霆万钧、长虹飞渡等精
彩造型，呈现大美乐东等新时代主题。

据介绍，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将
于国庆期间每晚上演。以后，该活动将
于周末和重大节假日安排上演，成为当
地又一新增的观光旅游新景点。

“落日极光”狂欢季揭幕

10月 2日晚，乐东龙沐湾光束交
错、歌声奔放，华侨城文化旅游节（乐
东站）“落日极光”狂欢季在此启动。
在沙滩上奔跑，在大海中畅游……来
自各地的游客在龙沐湾体验着这一场
狂欢盛宴。

“落日极光”狂欢季活动从当天16时
持续进行到22时30分，歌手激情演唱
《我相信》等十多首歌曲，舞蹈团队表演
《沙滩爵士》《揭密东南亚》等多支舞蹈，整
场演出以“极光秀”为背景，效果炫酷。

据了解，华侨城文化旅游节（乐东
站）“落日极光”狂欢季活动将在整个国
庆假期持续开展。

毛公山景区游客成倍增加

“这两天游客比较多，每天都有单
位集体来开展红色教育。”10月2日上
午，乐东黎族自治县毛公山景区工作人
员表示，国庆假期，游客比平时增加两
3倍。

该工作人员说，一般情况下，进入
景区的游客每天不到100人。但在国
庆假期，游客大幅增加，10月1日入园
游客200多人，10月2日上午游客就达
到200多人。

据了解，314 省道乐东段新近
通车，从县城抱由镇到保国农场通
行时间减少一半，这使得游客来景
区更方便。

尖峰岭观日出“打卡”者众多

“来看日出的游客太多了。”10
月 4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管理
局尖峰岭分局有关负责人说，尖峰岭
观日出平台，每天只能承载 200 余
人，而凌晨想登山观日出的游客有
700多人。

“还有房间吗？”“没有了，全部预订
完了。”椰林湾民宿是尖峰岭下环境较
好、档次较高的酒店，国庆假期以来，前
台每天都接到预订电话，但酒店客房节
前就已全部被预订。

国庆假期以来，尖峰岭游客持续增
加。据统计，10月3日入园游客就超过
2000人。

乐东大安西黎开展绿色骑行

10月1日，2021年海南美丽乡村
绿色骑行活动（乐东站）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大安镇西黎村举办，来自全省各地
的近300名骑行爱好者，围绕大安镇西
黎村至只朝村骑行12公里，并参与乡
村农产品市集等活动。

此次活动以全民健身赛事为切入
点，利用乐东本土地理区位、特色人文
自然景观等资源优势，探索海南“旅
游+体育+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新模
式，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当天活动在《乐东欢迎您》等节目
中启动。路程从西黎村出发，途经只朝
村，最后回到西黎村，带有浓厚黎族风情
的风景，给骑行爱好者留下难忘的记忆。

初步形成山海互动新格局

近年来，乐东积极融入“大三亚”旅
游经济圈，推动旅游产业差异化发展，椰
林阳光、海南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等一
批高端酒店项目相继落地，引进华侨城
集团等文旅企业，完成314省道乐东段
改造、天新线改造等工程，完成尖峰岭
3A级景区创建，连续举办“中国农民丰
收节”以及尖峰岭登山大会等系列体育
旅游活动，“乡村自驾游之旅”入选全国
乡村旅游精品路线，文化旅游不断融合，
初步形成山海互动新格局，旅游产业发
展揭开新篇章。

乐东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文化
是旅游之魂，乐东将以昌化江音乐水舞
秀、华侨城“落日极光”狂欢季、成功创
建尖峰岭3A级景区等为契机，大力推
动乐东特色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文化和
旅游各领域、多方位、全链条深度融合，
加快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乐东
融入“大三亚”旅游经济圈一体化进程，
为乐东文化建设和旅游发展提供新引
擎，把昌化江音乐水舞秀、龙沭湾落日、
尖峰岭日出等打造成海南西海岸文旅
网红新坐标。 （撰文/悦光）

10月2日晚，华侨城文化旅游
节（乐东站）“落日极光”狂欢季在
龙沐湾启动，图为现场观看表演的
观众。 孙艳 摄

乐东黎族自治县昌化江大型音乐水舞秀现场。 麦志宏 摄 尖峰岭景区的日出景观。方山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