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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野五一冶袁消费市场依然火热遥 假期为
期 4天袁给了游客更多选择袁中短途国内游和周
边游线路受到游客追捧袁高铁游成为最热门的出
行方式遥
一些人在忙着感受大美河山袁还有一些人在

为自己的新家忙碌着遥在以旧换新和节能补贴的
双重刺激下袁 提升生活品质的中高端家电走俏
野五一冶小长假市场遥
与此同时袁没有外出旅游的宅一族吃出了一

个庞大的野宅冶经济袁仅每日优鲜平台 5月 1日一
天的小龙虾销量就超过 486万只遥

高铁游尧定制游受追捧
尽可能抓住机会出门旅游袁已经成为当前不

少都市家庭的生活方式遥文化和旅游部 5月 4日
发布的数据显示袁今年野五一冶假日期间袁国内旅
游接待总人数 1.95亿人次袁 旅游收入 1176.7亿
元袁按可比口径分别增长 13.7%和 16.1%遥
在旅游人数和收入双双大幅增长的同时袁今

年野五一冶旅游市场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遥
同程旅游网尧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数据均显

示袁搭乘高铁周边游是今年野五一冶假期的特色之
一遥 同程旅游网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袁高铁不
仅提供了快捷尧可靠的交通方式袁还大大拓展了

旅游目的地的半径袁 高铁沿线一些特色小镇尧县
城成为自由行游客的最爱遥驴妈妈旅游网发布的
叶2019野五一冶长假出游报告曳显示袁野五一冶期间袁
通过该平台预订高铁相关产品的人次较往年增
长约 38%遥

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饶对记者表
示袁近年来袁随着人们对旅游品质的需求不断提
升袁 定制游正成为比较主流的旅游度假方式之
一遥

住宿方面袁人们不再局限于住酒店袁选择民
宿尧客栈等野非标准冶住宿的比例显著上升遥 途家
数据显示袁今年野五一冶期间袁民宿同比增速超
60%袁特别是北京延庆区受世园会的带动袁民宿预
订同比增长超过 4倍遥

高端智能尧节能补贴成家电市场热点
今年野五一冶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郭女士没

有外出旅游袁 而是忙着为自己的新家添置东西遥
野逛了几家家居城和苏宁尧 国美等家电卖场后发
现袁现在的东西都很智能遥 本来只想买个传统空
调袁但发现中央空调舒适度高袁而且还能提高室
内空气质量袁于是就买了中央空调遥 冶她说遥
今年初袁国家发改委等 10部门联合印发叶进

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 促进形成强

大国内市场的实施方案(2019年)曳袁提出支持绿
色尧智能家电销售和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遥 此
后的 4月袁国家发改委针对叶推动汽车尧家电尧消
费电子产品更新消费及促进循环经济发展实施
方案曳征求意见袁拟重启家电野以旧换新冶遥 同时袁
新型绿色尧智能化家电产品可获得不高于产品价
格 13%的补贴袁单台上限 800元遥
在以旧换新和节能补贴的双重刺激下袁不少

消费者对产品的选购不再只看重价格袁而是更愿
意选择绿色节能尧智能型家电遥因此袁提升生活品
质感的中高端家电走俏野五一冶小长假市场遥

苏宁大数据显示袁今年野五一冶期间袁中央空
调尧中央采暖尧新风系统尧全屋净水等前装中央集
成家电销售井喷袁销量同比增长 279%遥五星电器
发布的野五一冶消费报告则显示袁智能化尧绿色型
家电主导新趋势遥
在消费体验上袁一些家电卖场越来越重视消

费者线下体验袁 这也是传统家电卖场的一大优
势遥 今年野五一冶袁苏宁尧国美尧五星等争相打起体
验牌袁消费者既可以现场体验家电产品袁也可以
通过 VR等智能设备感受产品的魅力遥

吃出野宅冶经济
野五一冶小长假袁一些人选择宅在家里遥

口碑饿了么的数据显示袁相比去年野五一冶袁
今年的外卖订单量和线下到店消费订单量均有
不同程度快速增长遥 同时袁佛山尧咸阳尧新乡尧扬
州等新近涌现的数字化城市 5月 1日到 3日外
卖订单量同比增长分别高达 91.3% 尧92% 尧
250.6%和 93.8%袁 充分体现了三四线城市的消
费潜力遥

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袁餐饮界野网红冶要要要小
龙虾的香味开始挑逗食客味蕾遥 为了满足庞大
的市场需求袁 每日优鲜直采基地扩大到洪湖与
潜江两地袁于 5月 1日起输送全国遥 截至 5月 1
日 21时袁销量就超过 486万只遥

苏宁大数据则显示袁 食品销量同比增长
347%袁其中以啤酒销量最高袁同比增长 716%遥
零食同比增长 433%袁水果销量同比增长 59%遥

此外袁根据艾媒发布的叶2018-2019中国在
线外卖行业研究报告曳袁 外卖平台 24岁以下用
户占比 65.27%袁 消费力年轻化是突出的特点遥
今年野五一冶袁口碑饿了么订单也集中体现了这
一趋势遥随着高校群体消费能力的崛起袁95后尧
00后逐渐取代 80后袁 成为拉动城市消费力增
长的主力军遥 来源院工人日报

“五一”消费传递哪些新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宣布袁决定从 2019年 5月 15日开始袁对聚焦当地尧服
务县域的中小银行袁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遥 对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
内经营袁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 100亿元的农
村商业银行袁 执行与农村信用社相同档次的存款准备金率袁 该档次目前为
8%遥

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袁此次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对象是聚焦当
地尧服务县域的中小银行袁约有 1000家服务县域的农村商业银行可以享受该
优惠政策袁将释放长期资金约 2800亿元袁并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
款遥

此次定向降准着眼于建立政策框架袁将明显增强服务县域中小银行的资
金实力袁促进其降低融资成本袁更好地支持民营和小微企业发展遥

来源院人民网

人民银行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

教育部 6 日发布 叶普通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培养规划
渊2019要2023年冤曳袁提出通过专题理论轮训计划尧示范培训计划尧项目资助计
划尧宣传推广计划等多种途径和措施袁配齐建强思政课教师队伍遥

规划明确袁要努力培养造就数十名国内有广泛影响的思政课名师大家尧数
百名思政课教学领军人才尧数万名思政课教学骨干袁推动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师
队伍更平衡更充分发展遥

同时袁进一步加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口支援建设工作指导遥鼓励各高
校建立校际协作机制袁通过挂职尧支教尧进修等方式袁共同开展教学研讨尧共同
组织课题研究尧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袁推动思政课教师队伍均衡发展遥

此外袁教育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签署合作协议袁在高铁尧桥梁尧港口等国家基
础设施建设和航天尧 潜海等重大科技成果取得世界领先成就的单位设立一批
野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研学基地冶遥 各地各高校五年内组织思政课教师每人
至少参加一次实践研学遥 来源院新华网

教育部院
切实加强新时代高校思政课教师队伍培养

我国科学家日前制备了一种基于红细胞的仿生纳米药物袁 并首次成功应
用于模式动物的动脉粥样硬化治疗遥 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在国际学术期刊
叶尖端科学曳渊Advanced Science冤发表遥

论文通讯作者尧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王贵学教授介绍袁纳米医学是动脉
粥样硬化防治的热门研究领域遥 由于口服等常规给药方式进入动脉粥样硬化
易损性斑块的药物浓度很低袁难以实现有效治疗袁目前临床上开始采用纳米药
物递送系统袁能够增溶药物尧提高药物半衰期尧改善药物体内分布尧降低毒副作
用遥但传统的纳米药物递送系统容易被生物机体作为野非己冶异物而清除袁难以
靶向输送药物到靶病变部位遥

针对这些问题袁王贵学研究团队采用仿生设计策略袁将纳米药物用红细胞
膜包被袁从而实现药物缓释尧长效血液循环及高效靶向药物递送遥 研究团队将
这种仿生纳米药物率先用于动脉粥样硬化的治疗袁 并在小鼠模型试验中取得
成功遥

王贵学介绍袁 这项研究为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纳米药物治疗提供
了新的设计思路袁有助于精准化治疗提升疗效袁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及临床应
用价值遥 来源院新华网

我国动脉粥样硬化防治研究取得新进展

省政府办公厅 6日公开 叶全省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布局推进工作方
案曳,全力推动沿海钢铁重点示范项目建设遥力争到 2020年,全省钢铁企业数量
由现在的 45家减至 20家左右, 行业排名前 5家企业粗钢产能占全省 70%;全
省钢铁行业二氧化硫尧氮氧化物尧颗粒物排放总量分别下降 30%尧50%尧50%,加
快形成一批工艺装备先进尧生产效率高尧资源利用率高尧安全环保水平高的优
质企业遥 力争到 2025年,全省钢铁行业沿江沿海钢铁冶炼产能比例由目前的
7:3优化调整为 5:5,加快形成钢铁行业沿江沿海协调发展新格局遥

叶方案曳明确,推动减量调整,严控沿江地区钢铁产能,同步推动做精做优和
战略转移遥综合运用政策执法手段,倒逼环太湖等环境敏感地区产能向沿海转
移遥重点整合 200万吨规模以下尧能耗排放大的分散弱小低端产能向牵头企业
集中遥 借助沿海相关港区的码头航道尧集疏运体系尧土地承载和环境容量等区
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高起点尧高标准地承接省内产能转移遥 通过本轮调整,力促
全省钢铁行业在产品结构调整尧空间布局优化尧安全环保提升和智能化改造等
方面得到大幅提升遥

我省将做精做优沿江特钢产业基地, 推动沿江地区存量产能提档升级,围
绕高端制造尧绿色制造尧智能制造等,推动装备升级和工艺创新;支持特钢行业
发展,保留少数竞争力强尧品种独特尧市场需求旺盛的中小型特钢企业;支持钢
铁企业集团化发展,引导沿江地区钢铁企业兼并重组和资源整合遥

南通通州湾尧盐城滨海新区尧连云港板桥工业园等沿海港区,是本轮钢铁
项目搬迁的优选区域遥 叶方案曳提出,建立科学尧系统尧主动尧超前和全面的事故
预防体系,确保技术尧工艺尧设备尧人员和管理等各个环节安全可控遥 原则上所
有搬迁转移尧 产能并购项目, 只允许在沿海地区实施遥 坚决严禁新增产能,到
2020年全省粗钢总产能控制在 1.15亿吨以内,严禁未经省政府同意的省外产
能调入, 确保不新增全省钢铁产能总规模, 确保不新增除沿海地区外的各县
(市尧区)钢铁产能规模遥 来源院中国江苏网

江苏省出台钢铁行业转型升级优化方案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5日在莫斯科表示袁俄方坚
定支持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领导的合法政府袁谴责美
国策动委境内政变遥

据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袁拉夫罗夫当天与访
俄的委内瑞拉外长阿雷亚萨举行会谈遥 拉夫罗夫说袁
当前美国正策动旨在推翻委合法政权的行动袁这一行
动极其粗暴地破坏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确立的所有国
际法准则遥 很明显袁美国正企图以臭名昭著的门罗主
义改变拉美政治面貌遥 俄方对此予以谴责遥

拉夫罗夫说袁 俄方坚决呼吁不干涉别国内部事
务袁并认为委内瑞拉人民有权决定本国命运袁为此委
国内各方需开展包容性对话遥俄外长说院野暴力变更委
政权与民主进程毫不相干袁前者只会破坏通过政治途

径解决危机的前景袁进而引发严重后果遥 冶
拉夫罗夫表示袁俄方期待在联合国和其他双多边

议程中与委内瑞拉政府磋商双边合作事宜遥
另据塔斯社报道袁阿雷亚萨在会谈结束后对媒体

说袁委方感谢俄政府支持维护委国家主权袁对话是解
决委国内危机的唯一途径遥

委内瑞拉今年以来陷入政治危机遥 1月 23日袁委
议会主席尧反对党领导人瓜伊多自任野临时总统冶袁得
到美国尧欧洲和拉美多国承认遥 为逼迫委总统马杜罗
下台袁美国不断通过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施压袁委政
府则不断谴责美方做法遥 目前袁委政府和反对派对峙
仍在持续袁国际社会呼吁以外交和政治手段和平化解
危机遥 来源院新华网

俄外长：坚定支持委内瑞拉合法政府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窑博尔顿 5日说袁
美国正向中东海域部署野亚伯拉罕窑林肯冶号航母打击群
和一个轰炸机特遣队袁以回应伊朗近期对美国作出野令
人担忧冶的野暗示和警告冶遥
博尔顿说袁 美军在中央司令部辖区作出的这一部

署旨在向伊朗政权传递野清晰无误冶信号院野如果美国及
其盟友利益受到攻击袁美军将予以无情还击遥 冶
他说院野美国不寻求与伊朗打仗袁但对伊朗伊斯兰革

命卫队尧常规军及其代理人发起的任何袭击袁我们做好
回应的万全准备遥 冶
他没列举伊朗方面哪些具体行动引发美方担忧袁

也没有说野亚伯拉罕窑林肯冶号将部署在哪一片海域遥
美国海军上月初发布消息袁显示野亚伯拉罕窑林肯冶

号 4月 1日离开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袁执行例行任
务袁但没有说会在哪里遥
美国海军野约翰窑斯滕尼斯冶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去年

12月驶入海湾袁接班去年 3月离开的野西奥多窑罗斯福冶
号航母遥 暂时不清楚野约翰窑斯滕尼斯冶号是否还留在海
湾遥

路透社报道袁尽管美国向中东派航母不稀奇袁但博
尔顿强硬的姿态可能加剧两国紧张关系遥
美国去年 5月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朗制

裁袁着手在经济尧政治尧外交等方面封锁伊朗遥 最近一个
月袁美国对伊朗连续祭出三记狠招遥 4月 8日袁美国宣布
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野恐怖组织冶曰4月 22日袁美
国决定停止 8个伊朗原油进口方的制裁豁免袁以截断伊
朗财政收入来源曰5月 3日袁 美国宣布不再续期针对伊
朗核设施的部分制裁豁免袁 以强化对伊朗核活动的限
制遥
伊朗官员多次警告袁如果美国野封杀令冶使伊朗无法

出口原油袁伊朗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遥路透社报道袁
伊朗以前多次威胁封锁这一海峡袁但很少付诸行动遥 伊
朗上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在上世纪 80年代与伊拉
克持续 8年的野两伊冶战争期间遥
沙特阿拉伯尧伊拉克尧卡塔尔尧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中东产油国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出口原油遥全球大约三分
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依赖这一海峡遥

来源院新华网

美国向中东部署航母战斗群以施压伊朗

法国益普索集团 5日就欧洲议会选举发布民意调
查结果袁显示前身为国民阵线的极右翼政党野国民联盟冶
将在法国拿下最多席位袁 略微领先总统埃马纽埃尔窑马
克龙所属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遥
益普索集团 2日至 3日调查 1500名选民袁国民联

盟获得 22%的支持率袁 反超共和国前进党 0.5个百分
点遥 而上月 18日至 22日所作民调显示袁共和国前进党
和国民联盟所获支持率分别为 23%尧22%遥 另有多项每
日民调显示袁国民联盟处于领跑地位遥

马克龙为平息野黄马甲冶示威袁4月 25日提出一系
列政治和经济领域改革袁包括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遥 只
是袁为弥补减税造成的 50亿欧元税收缺口袁需要取消多
项企业纳税优惠尧削减公共开支尧延长工作时长遥益普索
最新民调显示袁选民对马克龙改革举措并不认可遥

自去年 11月遭遇野黄马甲冶示威以来袁马克龙政府
面临上任以来最大挑战遥 示威者起初反对上调燃油税袁
随后把矛头转向经济和社会政策遥
路透社解读袁放眼整个欧洲联盟袁经济增长放缓尧极

端主义人员对欧洲社会构成安全威胁尧一些成员国接纳
非法移民招致民众不满袁 许多成员国民粹主义思潮盛
行遥
欧洲议会选举定于 26日投票遥 意大利联盟党上月

在北部城市米兰召集多个欧洲国家极右翼党派商讨结
盟事宜袁 以便在这一欧盟立法机构选举中赢得更多议
席遥
为摆脱极右翼政党的负面形象尧 拉拢更多党派支

持袁 原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窑勒庞去年 3月宣布把国民
阵线更名为国民联盟遥 来源院新华网

欧洲议会选举民调 极右政党“国民联盟”领跑法国

5月 6日袁在福建省福州市举行的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向公众开放袁展览将持续到 5月 9日遥 图为
参观者在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上体验 5G轻量化演播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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