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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于佳欣)刚刚
过去的猪年春节“黄金周”，消费亮点多多。据商
务部 10日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全国零售和餐
饮企业销售额超过 1 万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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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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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商务部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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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云南重点监测企业家电销售额增长 15%
左右，河北保定、湖北潜江重点监测企业绿色有
机食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长 40% 和 18 .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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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电商
平台坚持春节不打烊，让消费者在节日期间也
能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某电商平台春节期
间销售额同比增长 40% 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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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商务部监测，各地餐饮企业年夜饭

预订火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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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餐饮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成品
及半成品年夜饭外卖、厨师上门制作年夜饭等
服务，某外卖平台年夜饭订单量同比增长
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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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
前六天，三亚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80 万人
次；内蒙古接待游客 476 . 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 . 6%。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 亿元，一大批
国产电影叫好又叫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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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地坛、龙潭两大庙会日均接
待游客 28 万人次，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
会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次。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示，节日期间生活
必需品市场运行平稳。 36个大中城市大米、
面粉价格均与节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
上涨， 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比节前上涨
4.4%。

猪年春节钱花哪？零售、餐饮破万亿

新华社上海 2 月 10 日电(记者何欣荣、杨
有宗)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春节
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费，可
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费。

涨价固然意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子，也会
令部分人感到“肉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
价”式的涨价，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递员返
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纷表示“春节快递
不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用不可避免地出
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为满足客户
寄递需求，韵达将于 2 月 3 日至 9 日开启“春节
模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春节期间的快递服
务质量，每票快件将加收 10 元服务费，同时服
务范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班模式。”快
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说，在人手不足的
情况下，快递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消费需求的

做法，符合市场规律。国家邮政局在部署春节
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明确提出要严
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薪酬保障的规
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迎来了
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市民杨宇卿从光
谷打车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件后，平台
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不同，要加收 6 到 9
元的服务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将作为
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 9 块钱我
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了司机口
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务费用，多数乘
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及时打到车、服务
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阳高照，
游人如织。8 日中午，在岛上一家“网红”海鲜
餐厅，游客排起了长队等待就餐。慕名而来
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到一份菜单，上面显示

由于春节因素，每道菜需要加收 5 元服务
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不贵，平
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右。加收 5 元服务
费，相当于提高了 10% 左右。“春节是旅游旺
季，多数消费者最怕的是开始不说清楚，后面
胡乱加价的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涨价，大
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就印证了这一
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标价”式
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他
们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站、飞
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地游客动辄
报出两三百元的价格。在热门旅游城市的餐
饮、集贸市场，有些经营者表面看上去不涨
价，暗地里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的
节日添堵。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
强，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越小。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你怎么看

▲ 2 月 9 日，游客在山东临沂市沂蒙山银座天蒙旅游景区游览（无人机拍
摄）。

2 月 10 日，据文化和旅游部消息，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营商、
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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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新华社发（武纪全摄）

“菜篮子”浓缩时代变
迁。

从食品日用品到水产
生鲜，从早餐面点到进口
商品，从普通蔬菜到基地
专供，从门店选购到网上
配送…… 1997 年开业的
苏果超市南京汉中西路社
区店，22 年来商品服务升
级的过程，透视了市民从
“吃得饱”到“吃得好”，从
方便购物到放心购物的历
史变化。

“早前，这里只有门口
有点水产，买菜主要去农
贸市场，进口食品超市里
见也见不到。现在一站式
全搞定，方便又放心。”8
日傍晚，南京下起鹅毛大
雪，在劲顺花园小区住了
近 20 年的陈老太谈起家
门口的这家社区超市时感
慨道。

改革开放初期，可议
价、菜品新鲜的农贸市场
是老百姓赶集买菜的主要
渠道。20 世纪 90 年代初，
“超市”业态传入国内，逐
渐成为老百姓买菜的新去
处。

江苏省供销社旗下江
苏省果品公司于 1996 年
成立苏果超市，至今经历
了从批发到零售、从小超
市到大连锁，从传统零售
到新零售的跨越式发展和
蜕变。

“2000 年前后，我们
开始启动生鲜经营，果蔬、
肉蛋、面点等品类经营。环
境好 、卖相好，价格还便
宜，立刻大量‘圈粉’。”苏果
汉中西路店店长陈乐说，
随着生鲜面积不断扩大，
老百姓的菜篮子越来越丰
富。

仅从这家超市的进口
商品看，近年从一个小货
架逐步扩大到一片几十平
方米的专区，春节前一个
月的销售逐年攀升 ，从
2016 年的 4 万元增加到
今年的近 12 万元。

陈乐介绍，近年有机、
无公害、绿色消费成为热
点，超市顺势开辟了有机

果蔬专柜，消费者通过扫描二维码就能查看食
品相关认证信息；高粱、玉米等杂粮、粗粮也在
“走红”，反映了老百姓对健康的追求。

随着移动互联网、手机支付改写生活购物
方式，苏果对线上生鲜进行“标品化”售卖，统一
规格、价格。如今，市民点点手机就可以享受送
菜到家的服务。

10 多年间，苏果打造了多个物流体系，保
障每天的菜篮子供应；建设“食品安全检测中
心”、引入第三方评审机构，保障食品安全；推行
“农商互联”“农超共建”等采购模式，确保源头
可控。

“菜篮子工程最能温暖人心，也是最大的民
生工程，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吃得有品质，这是老
百姓消费升级的需求。”曾是苏果汉中西路店店
长，如今的苏果超市党委书记、总经理陈兵说。

(记者陈刚)
新华社南京 2 月 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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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

总人数 4 . 1 5 亿人次

新华社郑州电(记者刘怀
丕)法国生蚝、俄罗斯帝王蟹、
加 拿 大 象 鼻 蚌 、澳洲大 龙
虾……为给春节加几道硬菜，
郑州市民陈洁在郑州中大门国
际购物公园海鲜区逛一逛，这
里来自全球各地的鲜活水产品
让他喜不胜收。

郑州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
在全国首家实现跨境 O2O 自
提，郑州市民可以享受“不出郑
州，2 分钟买全球好物”的便
利。作为内陆城市的郑州，能有
这样的便利，得益于郑州创新
设计出了跨境电商的保税备货
模式。

“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有
全球 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
万多种商品。”河南省中大门购
物公园运营总监陈琳说，春节
放假这几天，客流量也很大，除
夕下午快关门时还有很多人，
年货礼盒卖得很好。

中大门国际购物公园是郑
州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郑州大力推进陆上、空中、
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路建设，
筑起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
的物流通道枢纽，来自全球的
商品在这里汇集分拨。春节期
间，老百姓可以在家门口的世
界超市买到来自全球的“洋年
货”。

陈琳介绍，在“洋年货”的
选择上，挪威的海鲜、法国的红
酒、西班牙的橄榄油、南非的果
汁、智利的车厘子、俄罗斯的紫
皮糖、泰国的大米、澳洲的牛
肉、北美的坚果等，都是顾客十
分热衷的品类，小朋友们非常
喜欢小猪佩奇系列商品。

此外，中大门国际购物公
园推出了新春年货集市、掌中
花世界等诸多文化创意年俗活
动，装饰了具有中国年特色的
灯笼、剪纸、窗花等特色挂饰。“在世界超市里购买‘洋
货’的同时，也能让顾客感受到浓浓的传统中国年味。”
陈琳说。

猪年春节，不少郑州市民专程开车来到郑州的中
欧班列(郑州)线下体验商城进行购物。与普通超市不
同的是，这里的商品全部进口，有来自白俄罗斯的牛
肉、德国的奶粉、波兰的酸奶、西班牙的咖啡、法国的化
妆品等。

“多样化的选择、亲民的价格，近几年‘洋’年货不再
‘高冷’，成为中国百姓餐桌上的‘常客’，中欧班列功不可
没。”中欧班列(郑州)运营主体郑州国际陆港公司相关
负责人说。在中欧班列(郑州)线下体验商城里的年货
中，以欧洲精美食品和节日礼品为主，能满足中国老百
姓对高品位生活的追求。

“目前，中欧班列(郑州)境外覆盖 24 个国家
126 个城市。通过高频率的中欧班列和完备的国际陆
港，郑州拥有了连接海外的便利大通道和口岸，让中
国与亚欧大陆其他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班列带回
来的丰富商品价格也很亲民。”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郑州车务段圃田站站长杨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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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凌晨 0时 14 分，73409 次重载列
车像一条“巨龙”一样在中国第一条重载铁路大
秦线上一路向东奔驰。

这是大秦线新春的第一列 2 万吨重载列
车，“陪伴”着夜空中的五彩烟花，满载乌金
徐徐启动。 73409 次重载列车由湖东电力机务
段重载司机王亚军使用和谐 2 型 96 号机车牵
引，这是“王大车”第五个春节放弃与家人的
团聚。

“除夕夜，虽然不能与家人团聚，但我拉
着的乌金，连接着千千万万家庭的幸福。以北
京为例，城镇居民家庭每三盏电灯中，至少有
一盏是靠大秦铁路输送的电煤发电点亮。”王
亚军说。

大秦线全长 653 公里，是连接山西、陕西、
内蒙古西部“三西”煤海与河北秦皇岛海港的能
源大通道。自 1988 年开通以来，创下了无数重
载运输奇迹。其运量与中国经济同步递增，近几

年稳定在了 4 . 5 亿吨左右，用户群辐射 26 个
省、市、自治区，涵盖我国六大电网、五大发电集
团、十大钢铁公司和上万家工矿企业。

在刚刚过去的 2018 年，中国铁路太原局集
团有限公司按照铁路总公司 2018至 2020 年铁
路货运增量行动方案，通过全方位、全环节提质
提效，大秦线再创运量 4 . 51 亿吨的新高。这不
仅是中国重载铁路的骄傲，更是中国经济发展
依然强大的信号。2019 年，大秦线上的重载列
车正在向全年 4 . 55 亿吨新目标前进。

行驶的重载列车有一种“人机合一”的境
界。王亚军今年 36 岁，已经安全行车 60 余万公
里。10 年前，他从部队复员分配到湖东电力机
务段，2011 年，担当组合万吨重载牵引任务不
到 3 个月，就成为湖东电力机务段有史以来最
短时间提职为 2 万吨主控司机的第一人。

凌晨 2时 05 分，73409 次重载列车路与大
秦线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王家湾线路车间擦肩

而过。那一刻，迎接它的是 30 个祝福的烟花，这
是在大秦线上最后的一位“铁道兵”王建设特意
准备的“仪式”。他 1985 年与战友们一起建设大
秦线，1988 年大秦线开通运营，他和 13 名战友
就地转业留在了大秦线的大山深处。在他最后
的一个春运，他在自己 30 年工作的王家湾线路
车间河南寺工区为新春的第一列万吨重载列车
点燃了心中的祝福，祝福大秦线越来越好。

王建设说：“与大秦说再见，好难！”
凌晨 5时 11 分， 73409 次重载列车通过

茶坞站。值班站长马继春提前 10 分钟站在站
台上接送列车。他提着信号灯、拿着 G 网手
机，腰里别着电台，寒风中一套标准的“三面
向”接车，完成了自己的新春的“第一列”。
重载列车所经过的站舍，都能看到铁路人节日
坚守的身影，这也是让大秦线新春佳节不停
歇，各工种密切配合的“组合奉献”群体，就
像夜空中升起的烟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这些工种用大秦人说的一句话概括就是
“车(站)、机(车)、工(线路)、电(信号)、辆(车
辆)、供(电)”。为了春运能源供应，他们昼夜
坚守岗位，舍小家，为大家，确保大秦线的畅
通无阻。

然而，对家人而言，他们却多了一份愧
疚。王亚军的妻子说：“我早已习惯了丈夫与
家人的聚少离多，也能够理解和包容，毕竟他
的工作承载了很多家庭的幸福。一想到他开
着重载列车过年，作为妻子，我也有一种自豪
感、幸福感！”

2 月 5 日，农历大年初一 11时 50 分，大
秦线上的新春第一列重载列车到达秦皇岛
港。透过车窗，王亚军看着一座座山包一样矗
立在码头的煤堆场，心头涌动着一股幸福的
暖流。王亚军：“人要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安
全平稳牵引满载乌金‘跑’向春天，点亮万家灯
火。” (柴灿让)

新春，重载列车满载乌金点亮万家灯火

（上接 1 版）长春至乌鲁木齐 T302 次列车是沈阳
局管内运行里程最长的列车，全程运行 55 小时 56 分
钟。列车长马云鹏告诉记者，今年除夕列车联欢再次上
演，列车员和旅客们载歌载舞，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大年
三十。

耿令乾说，为让旅客温暖回家，各大车站主动与当
地机场、航运、地铁、公交等交通部门有序衔接，努力提
供便捷的短驳服务，让旅客出行更加顺畅。各车站按标
准配齐了便民餐桌、保暖坐垫、手机加油站等服务设
施。同时，强化防寒供暖，保证候车室、售票厅室内温度
适宜。加强非空调列车的防寒保暖，确保车内温度达
标。

多给旅客温暖，不给旅客“添堵”，沈阳局着力打造
客运站车重点旅客全程服务网络，全天候受理旅客服
务需求。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各大车站提供进出
站、上下车“一条龙”帮扶服务。坚持“首问首诉负责”原
则，提高一次性解决问题效率，做到件件有登记、有跟
踪、有结果，形成旅客问询服务的闭环管理。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在春节出游。为此，沈阳局还开行了许多特色列车。
例如，开行沈阳北到松江河的“雪国列车”，游客可以在
长白山脚下童话般的雪国世界尽情畅玩，感受不一样
的风土人情；开行“雾凇专列”，旅客可前往吉林市松花
湖，在沿江十里长堤上欣赏琼枝玉叶；开行“滑雪专
列”，方便旅客前往长春感受冰雪运动的乐趣。

春运感觉更爽了

在丹东火车站，“小兰智行服务平台”吸引了很多
旅客驻足。旅客邹先生准备乘坐 2258 次列车前往沈
阳，但是不知道在哪里候车，他试着问问这个平台，不
到 3 秒钟，智能人“小兰”就为他显示出候车信息。

丹东站客运员徐丽姬说，“小兰”不仅能为旅客提
供这些基本的咨询服务，一些候车时间长的旅客，“她”
还会根据需要，为旅客献上轻松的歌曲或舞蹈，带给旅
客一个全新的候车体验。

春运期间，旅客们发现，购票、候车、乘车等一系列
环节，一部手机即可搞定。

沈阳局对各大车站进行智能导航系统建设，旅客
通过手机 App 可以实现自助进站、候车、换乘、出站位
置引导，餐饮引导，设施查询等信息服务。

包括去年底新开通的京哈高铁承沈段、新通高铁
在内的沈阳局集团公司全部 6 条高铁 66 个车站，都增
设了自助实名制核验闸机，旅客持二代身份证“刷脸”
即可进站，不仅免去了取票进站的环节，更大幅提高了
旅客进站效率，通过这种方式进站，较传统进站方式节
省了一半的时间。

沈阳站工作人员阴发武说，今年春运车站新增了
7 台人脸识别机，300 余列动车组列车实现了不用换
取纸质车票、持二代身份证自助进出站检票，持二代身
份证的旅客单人单次通过最快只需 2 秒钟。

春运“味道”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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