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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2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听取2020年全国两会建议提案办理情
况汇报，要求汇聚众智促进做好政府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会议指出，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
政协委员提案，是政府履职为民的内在要
求，是凝聚共识做好政府工作的制度性安
排。去年，面对建议提案数量增多、办理时
间短等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克服疫情影响
等多重困难，创新和完善办理工作机制，共
牵头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8108件、全国
政协委员提案4115件，分别占建议提案总
数的88.3%和84.9%。通过办理建议提案，
各部门共采纳代表委员意见建议约 3700
条，出台相关政策措施约 1500 项，有力推
动了“六稳”“六保”工作，促进了脱贫攻坚、
健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解决民生领
域难题等相关工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发挥
了积极作用。会议要求，对已采纳的意见
建议要持续抓出成效。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在即，要围绕
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部署，把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
办理建议提案作为政府工作重要内容，融
入政府决策和政策措施落实中，确保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
步。一是认真做好全国两会期间听取和收
集意见建议有关工作。各部门要积极拓展
网络、热线值班电话、视频连线等多种方
式，与代表委员开展无障碍交流。二是围
绕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办
理建议提案与推进各项业务工作紧密结合
起来。对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要认真研
究，有的要吸收到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
五”规划纲要修改中，有的要充实到今后的

相关工作或政策储备中，将代表委员的真知灼见吸收转化为做好政
府工作的实招硬招。三是进一步提高办理建议提案的质量。研究
重点工作、开展专题调研时要主动邀请相关代表委员参加，结合办
理工作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对办理难度大、涉及地方的建议提
案，要与代表委员、地方联动机制，共同推进办理。四是压实责任，
建立办理台账，明确时限，及时办结。办理过程中要主动向代表委
员介绍工作进展，及时反馈和解释答复内容。五是国办要加强对办
理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监督指导。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行之有效的经
验做法，推进办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进一步做好建议提案办理
相关信息公开工作，接受代表委员和社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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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认为“就地过年”
等于“宅”，那就大错特错了！

牛年春节，人们贡献了超 78 亿元票
房的最“牛”春节档，逛遍各大文博场
馆，在“微度假”“微旅游”中重新探索城
市之美。

牛年春节文旅消费折射出，人们更
加注重社交属性、文化传承和高品质体
验，庞大的本地市场潜力成为我国文旅
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

最“牛”春节档领跑
“文化过年”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文博场馆热热闹
闹、“云文娱”“云演出”等精彩纷呈……
今年春节，“就地过年”的倡议让很多中
国人停下返乡的步履，也让“文化过年”
热上加热。

——最“牛”春节档领跑文化市场。
国家电影局18日中午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1年2月11日除夕至17日正月初六，
全国电影票房达78.22亿元，继2019年
59.05亿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全国电影
票 房 纪 录 。
灯 塔 研
究 院
院
长

牧晨分析：“无论从影院排片、影片供给
还是观众需求的维度来看，今年的春节
档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最强春节档。”

——“下馆子”享文化大餐深入人
心。今年春节期间，杭州的张女士带孩
子一口气参观了全城数个博物馆、美术
馆，她说，与过去的“热闹年”相比，现在
过的是“文化年”。在上海，81 家博物
馆、近 30 家美术馆等推出 100 余场展
览，上线 300 多个云展览，涉及历史文
物、革命文物、自然科学标本等多个门
类的藏品和展品。

——文化盛宴“云上”呈现。43部
电影抢占首个网络电影春节档，一票难
求的话剧《茶馆》《天下第一楼》《哗变》
线上限时展播，享誉海外的肢体动漫剧

《三个和尚》与孩子们“云过年”，携程、
美团纷纷参与由文化和旅游部推出的

“云游合家欢 就地过大年”活动、“云展
现”祖国大好河山……很多年轻人把节
省下来的路途与线下聚会时间，留给了

“云文娱”“云演出”“云旅游”，以线上文
化盛宴充实这个不回家的年。

“微度假”“微旅游”流行
生活中的“惊喜”更精彩

美团数据显示，春节假期超五成
用户的理想出行距离为 50 公里以
内。“就地过年”催生了以“微度假”
“微旅游”为代表的大众旅游休闲
新热点，在文旅深度融合背景下，

人们享受“文化大餐”，感受团圆之乐。
携程报告称，春节期间，上海、北

京、三亚、广州、深圳、重庆等城市酒店
订单量居前，这些城市的用户更倾向于
通过“酒店度假”犒劳自己和家人。飞
猪平台数据显示，受益于人们的短程旅
游休闲，电竞酒店、宠物民宿等的客单
价实现30%至100%的涨幅。

周边游、“微旅游”有多活跃？上海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介绍，春
节假期上海共接待游客492.16万人次，
同比2019年恢复96%，其中上海本地游
客占比81.55%；沪上170家主要旅游景
区点7天累计接待游客612万人次，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30%。而从全国范围
来看，同程航旅数据显示，假期前6天，
各地周边游整体环比涨幅达 289%，部
分城市周边游同比增长300%以上。

在城市“微旅游”中，人们收获着
“新惊喜”。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
红介绍，春节假期，该企业推出的上
海本地旅游产品量较 2019 年春节旺
季增长了 1.5 倍，“微游上海”产品增
长了 5 倍，主题涵盖红色旅游、历史建
筑、老牌酒店等。春节团队有 80%是
本地游，其中参团的游客有 80%左右

都是就地过年的人。

重社交、重文化、重体验
文旅大餐如何时时丰盛时时新

业界分析，从春节文旅消费来看，
人们更加注重社交和情感表达、文化传
承和高品质的体验感。

抖音平台上，用户拍摄了1.3亿个
短视频给全国网友“云”拜年。在线下，
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等几乎每天都
预约满员，逛馆、看展等文化消费已成
为公众文化生活必需品。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
朱海闵分析，在春节等重要节庆节点，
文化消费市场“线上线下”双重供给将
成为常态，既推动文化消费市场的整
体回暖，也将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进一
步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建议，要
善用科学技术、文化创意、艺术时尚来
引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理性引导近
程旅游消费趋势，让旅游休闲更加深入
地嵌入国民大众的日常生活，发现身边
的美丽风景，体验日常的美好生活。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段菁菁、
熊琳、胡旭、余俊杰、许晓青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最“牛”春节档 最“热”逛馆潮 最“红”微度假

文旅大餐期待节终宴不散

假假
期期
乐乐
游游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
电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再
次传来佳音：全国高风险地区
18日全部清零。

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有关要求，从18日零时起：将黑
龙江哈尔滨市利民开发区裕田
街道、呼兰区建设路街道风险
的等级调整为低风险。目前全
国还有中风险等级地区4个，分
别是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
黑龙江省绥化市望奎县和上海
市浦东新区高东镇新高苑一期
小区，以及吉林省通化市东昌
区的五个小区。

记者18日从吉林省卫生健

康委了解到，2 月 17 日 0 至 24
时，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有 13 例确诊病例
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治愈
出院。

17日0-24时，黑龙江省新
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例，为境
外输入病例（由日本鹤见进入
哈尔滨市），无新增无症状感染
者。当日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
例8例，解除无症状感染者医学
观察12例。截至17日24时，黑
龙江省现有本土确诊病例41例
（普通型 31 例，轻型 10 例）；现
有境外输入确诊病例1例（普通
型）；现有无症状感染者50例。

全国高风险地区全部清零

◀ 2月17日，游客在天坛公园参观游览。
2月17日是春节假期最后一天，北京天气晴朗，不少市民游客

在天坛公园参观游览，欢度假期。今年春节期间，包括天坛公园在
内的北京市属10家公园实行限量、预约、免费开放，吸引市民游客
前来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记者赵
文君）国家邮政局快递大数据平台监测显
示，春节期间（2月11日至17日），全国邮
政快递业累计揽收和投递快递包裹6.6亿
件，同比增长260%。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年人群的寄递
需求明显增加，邮政快递业处于高位运行
状态，全网揽收量约是去年同期的3倍，投
递量更达到3至4倍。“春节快递包裹大多
是食品、农特产品和亲友之间互寄的礼
物，直接反映了线上消费的蓬勃活力。”国
家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主任王丰说。

国家邮政局市场监管司副司长边作
栋介绍，国家邮政局提出“不打烊、不休
网、不积压”要求，预先安排了超过100万
名快递员以保障网络有效运转，加强与上
游商家对接，动态调节运力和人力，有力
保障了寄递渠道的有序畅通。同时，将防
疫要求贯穿始终，严守境外输入关和进口
冷链关，精准落实通风、消毒等防控措
施。此外，各级邮政管理部门走访慰问坚
守一线的快递小哥。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吴雨、
唐健辉）18 日出炉的最新数据显示，2021
年春节假期（除夕至正月初六），银联、网
联共处理网络支付业务 6.36 万亿元。春
节假期消费市场火热，餐饮、观影、娱乐、
购物等成为主要消费场景，“就地过节”
对本地消费拉动作用明显。

网联清算有限公司介绍，除夕至正月
初六，网联平台共处理资金类跨机构网
络支付交易79.37亿笔，金额4.98万亿元，
日均同比涨幅分别为 66.61%和 84.07%。
其中农历除夕当日交易笔数最高，单日
超过16.51亿笔，较去年增长45.1%。一些
线上购物平台春节假期日均交易笔数同
比增长超八成、日均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近五成。

中国银联发布的数据显示，除夕至正
月初六，银联网络交易金额 1.38 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4.8%，创下新高。吃、购、
行、娱组成春节假期消费者日常消费主力
军。从地区来看，重庆、江西和青海消费
金额同比增长最快，增幅均超过15%。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8 日电
（记者魏玉坤）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春运工作专班 18 日数据显
示，春节假期七天（除夕至初六）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共发
送旅客 9841.6 万人次，比 2019 年
同期下降 76.8%，比 2020 年同期
下降 34.8%。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节假期，
全国高速公路累计流量 21965.15
万辆，同比2019年下降20.27%，同
比2020年上升118.26%。

记者了解到，18 日全国预计
发送旅客 2144 万人次，其中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670 万人次，公路
1330万人次，水路48万人次，民航
96 万人次；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流
量2949万辆。

据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介
绍，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运输
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强化运输
服务保障。

6.6亿件
快递处理量同比增长260%

▲ 游客在上海豫园景区观赏民俗灯会（2月17日摄）。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2月17日晚间发布数据显示，在2021年

春节7天假期，上海文旅市场供需两旺，本地需求成为助推上海文
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据上海旅游大数据监测，假日期
间，上海实现旅游收入56.65亿元。 新华社记者 陈 飞摄

6.36万亿元
银联网联处理支付业务量上涨

9841.6万人次
发送旅客同比下降34.8%

数 说

春节假期结束，高校寒假
也接近尾声。根据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要求，截至 2 月 18 日，北
京、湖北、黑龙江、安徽等多地
高校已明确延期开学，将通过
分批分类、错峰开学、申请审
批、线上授课等方式，迎接春季
学期到来。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多所
高校已发布通知，将学生返校
时间延后。北京大学将开学时
间改为 3 月 8 日，较此前校历安
排延后两周。中国人民大学调
整为 3 月 1 日，比原定春季学期
推迟一周。北京理工大学学生
整体返校时间推迟约3周。

为确保延期不延学，“开学
不返校”“线上授课与线下开学
无缝衔接”，成为不少高校的新
选择。例如，对外经贸大学 18
日通知，3 月 1 日至 15 日，按原

定课表和教学计划线上授课，3
月 16 日至 21 日，学生暂停上
课，分期分批返校；3月22日起，
恢复线下授课。中央财经大学
也将于2月22日线上开学，暂定
于3月16日起组织学生返校。

尽管距离开学仍有一段时
间，高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
序进行。黑龙江提出要加强防
疫物资储备，做好校园消杀工
作，完善应急预案并开展现场
演练，提前做好开学前后核酸
检测安排部署。武昌职业学院
要求，要提前了解学生近期身
体和心理状况，采取线上主题
班会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疫情
防控和安全警示教育，明确返
校流程和返校须知。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魏梦
佳、李伟、周畅
（据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自主调整返校时间

多地高校延期开学

雨水至 采新茶
2 月 18 日，村民在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茶园采

茶。雨水时节，广西柳州三江侗族自治县茶园嫩芽勃发，当地茶农
抢抓农时，赶采早春茶。 新华社发（龚普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