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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小长假：旅游市场火爆 铁路单日旅客量创新高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魏梦佳 吉 宁

今年“五一”小长假延
长至4天，全国铁路客流持
续保持高位运行。4月30日，
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313.5
万人次，5月1日达到1724.3
万人次，创铁路单日旅客量
历史新高。

景区开启“人海模式”

北京世园局4日发布，5
月1日~4日11时，世园会园
区累计接待游客近32.7万
人次。其中，“四馆一剧场”
累计接待游客73.4万余人
次，其中国际馆最为红火，
累计接待游客24.1万余人
次。

记者在世园会园区看
到，在中国馆、国际馆等核
心场馆及一些热门展园展
馆外，游客们排起长队等待
进入参观。为应对游园高
峰，园区全力保障游客入
园、游园便捷。4大主要场馆
启动单向游览路线，为老人
儿童等特殊群体开辟绿色
通道。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
小长假期间，北京市接待旅
游总人数为685.1万人次，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名的
景区是：王府井、南锣鼓巷、
什刹海风景区、前门大街、
故宫博物院。

“五一”小长假期间，大
批游客来到南京中山陵景
区参观游览，景区小长假首
日共接待游客16.5万人次，
第二日22.5万人次……随
着景区预约制的推行，“人
海模式”下景区井然有序。

在江苏，乡村游再次刷
爆了广大游客的“朋友圈”。
在南京江宁区，很多游客走
进汤山七坊，磨豆腐、制豆
浆，体验传统小作坊的“手
工味道”，在田间地头找回

“自然的味道”。游客陈先生
趁着小长假带全家人来到
水乡，“一边看看小桥流水，
一边听听鸟鸣虫叫，放松一
下心情，感受下大自然，这
种感觉非常好”。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华山等陕西热门景区均采
取限流等措施控制客流
量。兵马俑博物馆景区通
过多渠道通报限流信息，
并采取提前开馆、延时闭
馆、分流游客至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骊山园景区免费
参观的措施保证游览有序
进行。

巴山脚下，陕西省岚皋
县当地居民在百米长街排
放32张八仙桌，桌上摆放着
辣子鸡、洋芋粑粑、鸡蛋饺
子等12道当地特色美食。秀
丽的青山绿水，浓郁的巴蜀

文化，让众多省内外游客流
连忘返。

夜间消费品牌消费休

闲消费成热点

“全民出游”的旅游市
场给全国各地带来了消费
市场的火爆。

据北京市商务部门数
据分析显示，“五一”小长假
期间北京夜间消费持续升
温，消费市场繁荣活跃。王
府井、三里屯和青年路等区
域18点至次日早上6点夜间
消费十分活跃，餐饮消费同
比增长达51.3%，客单价在
100元左右，小吃快餐、饮
品、烧烤等品类最受欢迎；
文化娱乐等服务消费同比
增长15%以上。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4日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1
日~3日，上海386家零售和

餐饮企业实现销售36.5亿
元。遍布上海各区的红火消
费场景，特别是外来游客数
量与消费双增长，消费占比
明显提升，显示出“上海购
物”品牌效应持续放大。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
测，今年“五一”小长假期
间，上海消费金额排名前三
的商圈依次为南京西路、南
京东路和陆家嘴，均为市级
核心商圈，外来游客消费次
数高达278.3万人次，发生
消费43.8亿元。

除了举家出行，家庭团
聚、旅游快餐、特色餐饮成
为节日餐饮市场的主旋律，
特色小吃、火锅、鲜鱼和农
家菜广受欢迎。南京市商务
局对全市重点超市、百货、
家电、餐饮等40余家商贸企
业的监测显示，假期4天，累
计销售额达32.18亿元，同
比增长23.61%。

铁路返程迎高峰

据中国铁路总公司消
息，全国铁路客流4日迎来
返程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1667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
888列。

为满足返程高峰期旅
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增加
运输能力，加开旅客列车，
优化运输组织，服务广大旅
客便捷出行。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公司增开去往北京、广州、
汉口、南昌、郑州等热门方
向直通旅客列车29列，去往
上海、杭州、南京、合肥、温
州等方向管内旅客列车216
列。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湖
南至广州，潮汕至广州、深
圳，湛江至广州等热门方向
列车117列。成都局集团公
司加开峨眉山到西安北、
成都东到汉中等方向的“景
区直通动车”5列，服务景区
游客返程一站直达。沈阳局
集团公司在沈阳、长春前往
北京、天津方向加开中长途
直通临客8列，沈阳前往大
连、阜新，长春前往松原、吉
林等方向加开中短途临客86
列。

为给广大旅客打造体
验更好的旅行生活，沈阳局
集团公司在沈阳站、沈阳北

站等客流较大车站新增微
信、支付宝、银联卡、闪付支
付等快捷购票付款方式，新
设置“顺手寄”快递服务。西
安局集团公司加强与西安
地铁公司联系，延长部分地
铁线路运行时间，方便旅客
中转。

【相关新闻】

国内旅游
接待总人数
1.95亿人次

记者4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旅游部
门、通信运营商、线上旅行
服务商数据，经文化和旅游
部综合测算，2019年“五一”
假日期间全国国内旅游接
待总人数1.95亿人次，按可
比口径增长13.7%；实现旅
游收入1176.7亿元，按可比
口径增长16.1%。

统计数据显示，“五一”
劳动节假日四天，亲子、研
学等形式的家庭游成为热
点，拉动了文化、休闲、餐饮
等消费。文化和旅游消费额
在501元至1000元之间的游
客比例最高，为38.0%；游客
平均外出停留时间为2.25
天，较清明假期增长9.5%。

（据新华社报道）

五一假期期间，正举办
牡丹文化节的洛阳迎来新
一波游客潮。洛阳把牡丹作
为“城市名片”，将牡丹与文
化、经贸、产业相融合，“花名
片”激活了“花经济”，一朵花
促进一座城的发展。

牡丹+文化：擦亮城市

名片

37年前，当洛阳决定举
办牡丹花会（后改为中国洛
阳牡丹文化节）时，洛阳人还
很难想象出千余年前白居
易笔下“花开花落二十日，一
城之人皆若狂”的盛景。

在主会场王城公园的
牡丹阁上拉个横幅，搞个剪
彩仪式，第一届牡丹花会的
开场略显“寒酸”，但当日入
园赏花的8万名游客为后续
花会鼓足了气。

时至今日，当千万游客

于牡丹文化节期间涌入洛
阳，有养花、赏花、赛花传统
的洛阳人将“始于隋，盛于
唐，甲天下于宋”的城市名片
重新擦亮。

牡丹文化节擦亮了城
市名片，也激活了文化基因。
位于洛阳东北的孟津县平
乐镇平乐社区撞上了牡丹
的高光时刻，大批农民画家
的涌现让平乐社区成为中
国牡丹画第一村。

作画近30年的郭亚修
认为乡土地域和人文环境
成就了平乐，“平乐人爱牡
丹、画牡丹，牡丹寓意富贵、
吉祥，平乐就从牡丹里讨到
了名气和财气。”如今，平乐
社区有千余名农民画家以
画牡丹为生。

来自广东的客家人刘
小荣相信自己是“河洛郎”，
一年前，他又追寻祖先的足
迹回到洛阳，打理起平乐社

区的牡丹画创意园区，“牡丹
是洛阳的名片，它背后有深
厚的文化内涵，我想把牡丹
画打造成‘大IP’，推动‘城市
名片’传播得更远。”

牡丹+经贸：打通开放

窗口

第37届牡丹文化节的
前3周，已有282个客商团赴
洛阳参加经贸活动，洛阳已
签订亿元以上招商项目102
个，投资总额800余亿元。牡
丹文化节已经成为洛阳对
外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

1983年8月，第1届洛阳
牡丹花会结束后不久，洛阳
第1家中外合资的企业洛艺
彩色摄影扩印服务中心成
立，投资总额为12万美元，揭
开了洛阳利用外资的序幕。

“从市级节会到省级节
会，再到国家级节会，经贸始

终是其中的重要元素。”洛阳
市商务局副调研员康云说，
从第3届到第36届，洛阳相
继举办了8届中外经济技术
洽谈会，26届投资贸易洽谈
会。

从第1届签订5800余万
元招商引资合同，到第10届超
过10亿元，第21届跨上100亿
元台阶，第29届突破1000亿元
大关，牡丹文化节成为洛阳
承接产业转移、吸引境内外
资本投资融资的重要平台。

如今，洛阳的贸易伙伴
扩大到170余个国家和地区，
460余种“洛阳制造”产品走
向世界，洛阳正与越来越多
的海内外客商在更加广阔
的领域里开展交流合作。

牡丹+产业：探寻发展

路径

近年来，9大色系、10种

花型、1200余个品种的牡丹
在每年的牡丹文化节期间
为洛阳引来约2000万人次
游客，旅游总收入稳定在200
亿元左右。

当洛阳赏花经济发展
得如火如荼时，从事牡丹花
茶产业的杨晓红却将目光
投向食用牡丹。“牡丹文化
节期间，门票经济很红火，
但产业经济没有做起来。”
杨晓红说，“游客来了啥也
带不走，本地人也很难从中
获取经济收益。”流转3000
亩土地，研发牡丹花茶，8年
时间，杨晓红从一朵牡丹里
挖出了年产值上千万元的
大生意。

与杨晓红不同，牡丹瓷
的创始人李学武专注于研
发牡丹瓷。“花开花落二十
日”，错过牡丹花期是众多游
人心中的遗憾，李学武希望
家乡的牡丹能够“千年不

落”。以唐白瓷技艺为基础，
将牡丹文化与白瓷文化结
合，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牡丹
瓷，李学武开发了一种爆款
文创产品。“每年销售5万余
件，销售额稳定在6000万元
左右。”李学武说，“做强做
精，不求做大，为洛阳牡丹打
造一张瓷名片。”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
丹尤为天下奇。”如今，已有
1500余年牡丹栽培史的洛
阳，形成了集培育种植、加工
销售、观赏旅游等为一体的
牡丹特色产业。

2018年，洛阳牡丹种植
面积达33万亩，年产盆花50
万盆，鲜切花350万枝，全市
牡丹种植企业220余家，牡丹
深加工企业40余家，牡丹瓷
生产企业14家，从业人员约5
万人，产品已形成4大类、12
小类、300多个品种，牡丹产
业总产值约240亿元。

洛阳：擦亮花名片催生花经济
文/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