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月月55日日，，游客在北京故宫合影游客在北京故宫合影，，欢度春节欢度春节。。（（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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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10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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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
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
式。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
文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
山西、内蒙古等12省区市开展“非遗
过大年、文化进万家”系列文化活动；

“博物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和
市民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
馆、美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
化街区的游客比例分别达 40.5%、
44.2%、40.6%和18.4%，观看各类文
化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大丰富了
节日生活。全国各地县、乡、村举办了
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逛庙会、猜灯
谜、旅游文化巡游等活动吸引广大游客
到农村去闹新春。草莓采摘、柑橘采摘
成为亲子游的热门活动。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
133个国家和地区的396座城市举办演
出、展览、庙会等1500多项活动，讲
述美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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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入境622.2万人次，同比
增长 9.51%；出境 631.1 万人
次，同比增长12.48%。共查验
出入境飞机、船舶、列车、汽车
等交通运输工具 36.3 万架
（艘、辆）次，同比增长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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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成都、
昆明、青岛、重庆等机场相继创
单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历史新
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
地口岸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
珠海拱北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
最高达到41.5万人次。2018年
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
港珠澳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

单日出入境人次纪录，分别达
10.5万人次和11.3万人次。

按照国家移民管理局统一
部署，全国边检机关全警动
员，采取多项措施保障春节期
间口岸通关顺畅。一是提前预
测并向社会公布各口岸出入境
人员流量高峰时段，提示、引
导广大出入境旅客合理安排行
程，错峰出行；二是加强大数
据分析研判，科学组织勤务，
及时根据客流变化调整警力安
排，确保高效、快捷验放旅客
出入境；三是加强科技手段应

用，充分发挥自助通关作用，高
效疏导出入境客流，春节期间全
国口岸自助通关旅客达645.6万
人次，同比增长37.5%；四是深
圳、珠海等地边检机关加强与港
澳移民部门的联络和协调，共同
应对瞬时客流高峰。

春节期间，广大边检民警坚
持舍小家为大家，坚守岗位，无
私奉献，严格落实 “中国公民出
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30分钟”等
便民举措，兼顾提高外国人通关
效率，为广大出入境人员提供了
优质、高效的通关服务。

春节全国出入境1253.3万人次
同比增长超一成

新华社北京2月 10日电
记者从中国铁路总公司获悉，
10日，春节长假最后一天，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预计发送旅客 1252 万人次，
同比增长3.3%，创今年春运
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

2月9日，全国铁路发送
旅客1111.4万人次，同比增
加 42.4 万人次，增长 4.0%。
其中，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
司发送旅客75.6万人次，同
比 增 加 3.0 万 人 次 ， 增 长
4.1%；上海局集团公司发送
旅客179.9万人次，同比增加

13.9万人次，增长8.4%；南
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87.5
万人次，同比增加 1.3 万人
次，增长1.6%。

针对雨雪天气影响，各地
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采取各种措施，努力确保铁路
运输安全畅通和广大旅客安全
有序出行。上海局集团公司阜
阳火车站在站前广场搭建
3000平方米的临时候车棚和
风雨廊，合肥、合肥南火车站
利用广播、显示屏等不间断播
放列车到发信息和雨雪天气注
意事项；成都局集团公司在各

客运大站廊道、天桥、楼梯、站
台等人流密集通道，铺盖防滑草
垫，安排专人加强积雪清扫和安
全引导，防止旅客滑倒；南昌局
集团公司加强各大车站候车室供
暖，保证开水供应。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客
流高峰已经到来，已通过互联
网、电话成功预订车票尚未取票
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取票；乘车
时请携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
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
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
足时间取票、安检、验票、换
乘，以免耽误行程。

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10日发送旅客1252万人次

春节全国旅游接待人数4.15亿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

22月月88日日，，游客在深圳世界之窗欣赏舞狮表演游客在深圳世界之窗欣赏舞狮表演。。（（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新闻延伸：新闻链接：

新华社天津2月10日电 天文专
家介绍，11日，夜空将上演“火星
合月”的美丽天象。届时，如果天气
晴好，我国公众用肉眼即可看到红色
的火星与皎洁的月亮相互辉映、齐放
光芒的景象。

火星是地球轨道外的第一颗行
星，呈红色，荧荧像火，亮度常有变
化，而且在天空中运动，有时从西向
东，有时又从东向西，情况复杂，令

人迷惑，所以我国古代叫它“荧
惑”，有“荧荧火光，离离乱惑”之
意。而在西方古罗马神话中，则被喻
为身披血色战袍的战神“玛尔斯”。

“今年2月火星由双鱼座顺行至
白羊座，日落时位于西南方天空，约
于23时12分落下，亮度1.0等，前
半夜可见。”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
文学学会理事赵之珩介绍说，11日
日落后，一弯正月初七的“上弦月”

挂在西南方天空，在月亮右边不远处，
有一颗红色星星，这就是火星。“红色的
火星与皎洁的月亮，在苍穹中深情相
对，上演‘星月童话’，为早春的夜空平
添几分情趣。”

赵之珩提示说，火星是唯一能用望
远镜看得很清楚的类地行星。感兴趣的
公众用小型天文望远镜观测“火星合
月”，效果更佳。“透过望远镜，火星看
起来呈现出橙红色的球面，非常美丽。”

“火星合月”将亮相夜空
“星月童话”扮靓天宇

22月月77日日，，一名小朋友在南京夫子庙花灯市场提着新买的花灯一名小朋友在南京夫子庙花灯市场提着新买的花灯。。（（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习近平向非盟首脑会议致贺电
（上接 01 版） 中方愿同非方携手努
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成果为契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 年议

程》、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深入对
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
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更大贡献。

“民营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春天来了”
（上接01版）几位民营企业家在

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吴江是一
座民营经济创新创造活力迸发的城
市，不仅培育出了恒力、盛虹、亨
通、通鼎、永鼎等世界500强、中国
500 强、中国民企 500 强企业，也孕
育了数量更为庞大的细分行业龙头企
业，形成了雁阵式的自主创新梯队和
产业拓展模式，而这些走在行业前列

的创新创业先驱，90%以上都是民营
企业。

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区委、区
政府的一封信，无疑给吴江民营经济
注入了新动力。作为江苏民营经济的
领头羊，吴江正处于重大战略机遇叠
加期，他们对吴江高质量发展走在前
列的未来充满信心，对民营经济挑起
重担、扛起大梁充满信心，吴江的民

营企业家要继续敢为天下先，继续在
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走得更快更好，为
全区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春节期间，记者采访了亨通、恒
力、盛虹、通鼎、永鼎的企业“掌门
人”，倾听他们对区委、区政府关注企
业发展的感受，和他们一起分享收获
的喜悦，畅想更美的未来，期待再一
次腾飞，撸起袖子加油干，共同谱写
吴江经济社会发展新篇章，推动吴江
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太湖股份“四年磨一剑”
（上接01版）太湖股份董事会秘书马
俊峰告诉记者，3名博士同时进站开
题，也从侧面反映了企业对科研创
新、人才引进与培养的高度重视。

太湖股份主要研发生产绝缘树
脂、云母制品、柔软复合材料、表面
覆盖漆、玻璃钢制品等电机、电气配
套绝缘材料，产品涵盖风电、水电、
火电、核电、航空航天、铁道牵引、
军工、高压、变频电机、变压器等领
域，可为终端客户提供高效、可靠的

整体绝缘系统解决方案。创立以来，
太湖股份几大系列产品均被列入国家
火炬计划，并承担了国家及省、市项目
近20余项，申请国家各类专利100余
项，其中已授权发明专利40余项。

走进太湖股份，两栋研发大楼格
外气派。在研发大楼内，“江苏省创
新型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
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等荣誉牌
整整挂了一面墙。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太湖股份建立了一支由博士、硕

士等不同层次人才组成并且拥有丰富
研发经验的新产品研发队伍，激活了
企业创新驱动的引擎，全面提升了企
业的核心竞争力。

“2019年，企业将持续加大对科
研创新的投入，计划投入500万元以
上，引进一批高端的研发测试设备，
利用企业现有的国家级、省级科研技
术平台，加大与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
作。”马俊峰说，新的一年，企业将围
绕环保型绝缘材料的开发、耐高温绝
缘材料的开发两大方向，在新能源电
机等领域持续创新，努力打造成为行
业翘楚。

据新华社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一个科研团队近日称，他
们从含羞草获得灵感，成功控制了传
统生物材料的形态变化，这一发现有
望拓展人工器官的材料来源。

这篇研究论文发表在近期的
《Research》杂志上。杜学敏的科研团
队发现，含羞草之所以会“害羞”，核心
是植物细胞内部离子的调节作用。因
此，他们花了9个月时间，在海藻酸钠

制成的水凝胶上，设计出了类似含羞草
的结构，并将水凝胶放在特制溶液
中，通过调节溶液中钠离子和钙离子
相互作用，成功控制了水凝胶“从螺
旋状到反向螺旋状”的形态变化。

我国科研人员找到生物材料形态变化“控制键”

有望拓展人工器官材料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