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春节过年有啥新变化？
看大数据！

新闻06【国内】

每当春节假期即将结束， 短暂归家的游子们准备返城工作之时，
父母总会将行囊塞满煎饼、 馒头、 海鲜、 水果等 “特别的爱”， 临别
之际亲人们聚散两依依的情形也总是让人触景生情。 日前， 记者在山
东各地用镜头记录了亲人们带着爱和祝福 “目送” 游子远行的情景。

拼版照片： 上图为2月9日， 在山东省滕州市， 赵海霞 （左） 为前
来送别的儿子擦去眼泪； 下图为2月9日， 在山东省滕州市， 赵海霞的
儿子跟妈妈道别。 赵海霞6年前离家去上海打工时儿子只有5岁， 每年
春节假期结束就是母子分离的开始。 新华社发

新华社电 记者从铁路公安
局获悉， 春节期间， 全国铁路公
安机关合理调整警力， 加强站区
巡查， 严格安检查危， 持续开展
打击倒票 “猎鹰-2019” 战役和
打击 “盗抢骗” 专项行动， 共查
获网上在逃人员645人， 破获倒
票案件98起， 抓获倒票人员100
人， 维护了良好的治安环境。

�各地铁路公安机关密切与
地方公安机关和铁路部门的联
系， 联合对站区和铁路行车调度
场所进行巡查， 加强对重点嫌疑
人员的盘查 ， 及时净化治安秩
序， 排除安全隐患。 北京铁路公
安处组织民警对各车站进出站通
道进行严格管理 。 哈尔滨 、 徐
州、 蚌埠等铁路公安处会同地方
公安机关驻站民警和武警， 实行

联合交班制度， 保证信息渠道畅
通。 太原铁路公安处组成6个督
导小组， 深入管内车站和值乘的
列车上认真检查民警的工作状态
和治安状况， 及时督促整改。 2
月 5日 ， 在南昌开往景德镇的
K8730次列车上， 犯罪嫌疑人丁
某从一旅客上衣外侧口袋内偷走
一部手机， 被铁路公安民警当场
抓获。 2月7日， 贵阳铁路公安处
玉屏站派出所民警在进站口巡查
时， 将贵州省黎平县公安局上网
通缉的在逃人员曾某查获。

各地铁路民警还立足岗位，
积极为旅客群众排忧解难。 2月9
日， 包头铁路公安处包头站派出
所民警在候车室捡到一个装有5
万元现金的背包， 及时想方设法
归还给失主。

春节铁路公安机关查获在逃人员645人

目送———带着我的爱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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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热闹非凡的元宵
节即将到来， 这是农历新年的第
一个月圆之夜 ， 吃元宵 ， 看花
灯 ， 赏圆月 “一个都不能少 ”。
天文专家表示， 今年元宵月依然
是 “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已连
续三年 （2017年、 2018年和2019
年 ） 如此 。 到了 2020年 ， 这一
“纪录” 将被打破， 这一年的元
宵月是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 天津市天文
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 月亮圆缺
变化一周为一个 “朔望月”， 周
期是29．5天， 这个月中月亮最圆

（即满月） 的那天称 “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

差180度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
太阳处在正好相对位置的时刻，
才能看到圆月。但是，月亮围绕地
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 最近
时有36万千米， 最远时有40万千
米，由于万有引力的关系，近时走
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由于
月亮转动的“步伐”有快有慢，因
此每个月“望”的时间也有差异，
农历十四、十五、十六和十七都有
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种
情况居多。

今年元宵节“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2019年春节 7天假期结束 ，
“新华视点” 记者通过大数据盘
点春节的新变化。

【交通】
全国共发送旅客4.21亿

人次， 民航增长最快

2月4日至10日， 全国共发送
旅客4.21亿人次， 比去年同期增
长0.35%。 其中， 铁路6039.1万人
次 ， 增长 5.8% ； 公路 3.38亿人
次， 下降0.8%； 民航1258.6万人
次， 增长10.6%； 水运1022.3万人
次， 下降3.2%。

2月10日 （正月初六 ） 为今
年春运开始以来客流最高峰， 当
日共发送旅客9551.6万人次， 比
去年春节同期增长0.1%。 记者从
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2月11日，
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 全国铁
路预计发送旅客1223万人次。 为
应对返程客流高峰， 全国铁路继
续加大运力投放， 预计加开旅客
列车1151列。

南昌铁路局集团车辆段负责
人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 “反向春
运” 影响明显， 春运单向固定流
动模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给运
力调度、 安全保障都增加了不小
压力。

据悉， 在总运量稳步增长的
情 况 下 ， 春 节 期 间 未 发 生 重
大 突 发事件和严重拥堵 、 旅客
滞留情况。

【旅游】
全国旅游接待游客4.15

亿人次，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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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和旅游市场繁荣
有序。

在国内旅游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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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上赏冰
雪、南下享温暖”成为热门旅游选
择。 2月4日到9日，内蒙古接待游
客476.2万人次，同比增长14.6%；
三亚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0万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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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
获悉， 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
机关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
人次， 与2018年春节期间相比增
长10.99%。

春节期间， 内地居民因私出
入境增长最为明显 ， 共722.2万
人次， 同比增长15.97%。 出境目
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括泰国、 日
本、 越南、 韩国、 新加坡、 马来
西亚 、 美国等国家和香港 、 澳
门、 台湾等地区。

携程旅游数据专家魏黎民
称， 近几年， 旅游已成为重要年
俗 。 今年旅游消费增长在一线
城市保持了力度， 中小城市增长
显著。

【消费】
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

首次超万亿元， 商品消费更
重品质

据商务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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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全
国商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买年货、 吃年夜饭、 逛庙会等传
统消费红红火火， 年节礼品、 传
统食品、 新兴电子产品、 地方特
色产品销售增长较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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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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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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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鲜产品成为今年春节快递
配送最火爆的商品之一， 179个
城市生鲜商品可以次日达。 除了
对美食的 “高需求” 外， 今年春
节期间， 消费者对生活用品的需
求也明显提高 。 据苏宁数据显
示， 过去， 过年家里添置冰箱、
电视、 洗衣机等大件， 现在， 中
央集成家电品类独领风骚， 春节
期间销售同比增长100%。 特别
是在 “新一线” 城市， 越来越多

的装修客户选择中央空调 、 新
风 、 全 屋 净 水 等 集 成 类 舒 适
家电。

春节期间， 快递小哥们仍在
给千家万户送达年货包裹。 天猫
“春节不打烊” 送货量最多的前
十大城市分别是上海、 北京、 杭
州、 广州、 深圳、 成都、 苏州、
武汉、 天津和宁波。

【餐饮】
年夜饭火爆， 外卖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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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餐饮
企业年夜饭预订火爆， 天津重点
监测的36家餐饮企业共预订年夜
饭1.2万桌 ， 同比增长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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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期间， 不少外卖平台仍
然提供服务。 据美团外卖2019年
夜饭消费报告显示， 同比去年除
夕 ， 外卖订单涨幅达107%。 一
些工序复杂或难以自制的菜肴，
如今通过外卖走向了千家万户的
餐桌， 这不仅是人们生活水平提
高的表现， 也是互联网为日常生
活带来的便利与改变。

【电影】
电影票房创58.4亿元，

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高分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 2月4
日至10日， 中国电影票房达58.4
亿元， 观影人次达1.3亿。 其中，
2月5日的单日票房达14.43亿元，
刷新了去年正月初一12.68亿元
的单日票房纪录。

《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
人》 《飞驰人生》 分别以20.1亿
元 、 14.49亿元 、 10.43亿元票房
成为前三甲。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
电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 今年
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分83.9分 ，
获 “满意” 评价， 这是自2015年
开展调查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
分， 同时也是全部27个调查档期
的第二名。 据新华社

猪年首个交易日没有让A股
各方失望， 而是延续了狗年最后
一个交易日的上涨行情， 迎来开
门红。 截至11日收盘， 沪指收报
2653.90点， 涨1.36%； 深成指收
报7919.05点， 涨3.06%； 创业板
收报1316.10点， 涨3.53%。

猪年春节期间， 国际上主要
资本市场走势较为平稳。 与A股
运行相关度较高的指数中， 美股
走势相对较强， 港股恒生指数低
开高走， 在A股放假期间获得一
定涨幅。 相较之下， 欧、 日股指
相对偏弱。

2019年以来 ， A股市场的表
现在各大市场中可谓亮眼， 沪深
300指数截至2月11日累计涨幅已
近10％。 外资流入也呈现加速迹
象， 市场数据显示， 1月沪深股

通的北向资金合计净流入606.88
亿元， 创互联互通机制设立以来
的单月净流入新高。

工银瑞信基金认为， 当前A
股市场估值处于历史低位。 在近
期政策面暖风频吹， 政府各部门
稳增长和促改革等政策信号持续
释放， 预计短期市场风险偏好还
将处于改善趋势中 。 中长期来
看， 随着国内改革开放的进一步
深入推进， 资本市场各项制度的
不断健全完善， 投资者结构的优
化， 当前A股市场的投资性价比
不断凸显。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 中国宏
观经济运行中不断闪现的亮点也
给资本市场吹来了徐徐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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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破万亿元大关。 在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看
来， 春节期间我国消费市场呈现
出温和增长的局面， 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了消费升级的态势。 他认
为， 中国经济转型、 发展质量提
升已在路上， 实体经济将会不断
传出好消息。

新的一年， 资本市场的行情
走势牵动着市场各方， 大家期待
更多、 更深入的改革开放政策能
激发出更多的市场活力。 面对国
内外经济金融的不确定因素，中
国资本市场正在逐步走向“规范、
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也
将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更强大的助力。 据新华社

A股猪年首个交易日迎来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