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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双十一”，一次性毛巾、洗漱
套装、可折叠烧水壶、收纳袋等商品，在
各大电商平台上的搜索量、成交量都很
可观。这些和旅行密切相关的商品，正
从过去的“小众品类”变成“爆款”。从
这些走红的商品背后，我们既可见旅游
日益“飞入寻常百姓家”，亦可见绿色生
活方式的深入人心。

文创元素锦上添花

一位销售旅行用品的淘宝店主小
珈介绍，目前他的店铺中共有 10类近
200种旅游用品在售，包括便携餐具、晾
衣架、衣物收纳袋、雨天装备、折叠水
盆、折叠拖鞋、转换插头、折叠烧水壶
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小珈笑着介绍，一些使用率较高的旅行
用品，每个月的销量平均达 1000件，小
长假之前，销量会更高。

带上退休的父母“走遍世界”是
梁薇的梦想。近几年，她带着父母已
经去过 3个国家和国内 10个省份。让
父母出游更加便利、舒心是梁薇考虑
的首要因素。“我父母喜爱喝茶，可是
出门在外泡茶、品茶很难实现。”今年

“双十一”，梁薇购买了一款旅行套装
茶具。“体积不大，重量和一瓶 500毫
升的矿泉水差不多，很小巧，却很实

用。”梁薇说，有了这套便携茶具，父
母感慨“旅游幸福指数又提高了”！

与文创联姻，成为许多旅行用品
的“升级”之道；而与旅行用品融
合，则成为文创更加“实用化”的门
径。在故宫博物院文创旗舰店搜索

“旅行”关键词，共有 4款旅行茶具、
1款颈枕、1款收纳包套装、1款护照
夹和 2款行李牌，都有鲜明的故宫文
化元素。敦煌文创旗舰店、苏州博物
馆旗舰店等也都推出了蕴含各自文化
元素的旅行用品。

此外，为了宣传推广，一些企业
也会将各自的品牌形象或 IP形象与旅
行用品结合。

绿色出游拥趸者众多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 18个城
市在垃圾分类政策条文中倡导减少或
限制使用一次性用品。许多地方的酒
店也开始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即俗称的“六小件”。今年 7月，
山东济南市旅游饭店行业协会向市
民、旅客及各大饭店发出倡议，若未
使用“六小件”，旅客可在退房时兑换
带有济南元素的文创纪念品 1份。今
年9月，北京市怀柔区全区167家精品
民宿、2937家民俗户等都已不再主动

向消费者提供一次性日用品。
“带上自备的旅行包出游已经成了

我的习惯，里面有洗漱用品、常用药品、
拖鞋等，既方便又环保。”旅游爱好者魏
青洲表示，他发现近几年外出旅游带上

“便携装”的游客越来越多，“带上这些
东西既不会增加太多行李负担，又能身
体力行为环保做一份贡献。”

越来越多的人推崇和践行绿色生
活方式，也推动着相关企业做出改变。
浙江一家专注生产一次性用品的公司
负责人表示，将会转变产品方向，更多
地生产游客出行时自带的便携式日用
品，引导消费者使用可循环利用、可降
解的产品，减少资源浪费，例如以甘蔗
纤维为原料生产的纸杯、以玉米淀粉为
原材料生产的垃圾袋等。

小物件里看产业兴旺

“我店铺里销售的都是旅行‘小物
件’，可是从中也能看出人们生活方
式、旅游方式的变化。”小珈说：“几
年前，供货商向我推荐折叠烧水壶
时，我并不看好，觉得不会有人买，
所以只进了很少的货。”随着出国旅游
的人越来越多，来店铺询问折叠烧水
壶的顾客越来越多。“中国游客有喝热
水的习惯，可是出国旅游时许多酒店

并不提供这一服务。”小珈介绍，另一
款出国旅游常用到的转换插头销量也
很不错，“从这些商品的销售情况可见
出国旅游越来越普遍了”。

据统计，2018年，我国出境旅游
市场规模增长到 1.49亿人次，我国出
境游客境外消费超过1300亿美元。

其他旅游用品的销售火爆，同样
离不开旅游业的兴旺发展。为了不断
提高自己店铺的销量，增强顾客黏
度，小珈非常关注旅游业的新动向，
时常研究人们的旅游新热点。“这几年
自驾游、徒步旅行、露营很受欢迎，
所以睡袋、帐篷、一次性雨衣雨鞋等
销量都很不错。”小珈说：“念好‘生
意经’离不开旅游业的大环境。”

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8年我国实现旅游总收入 5.97万亿
元，全年全国旅游业对GDP的综合贡献
为 9.94 万 亿 元 ，占 GDP 总 量 的
11.04%。刚刚闭幕的 2019中国国际旅
游交易会，吸引
了来自75个国家
和地区的专业展
商参展，累计参
观者达8万人次，
这正是兴旺发展
的中国旅游业的
魅力。 （尹婕）

③③

↑日前，商洛市洛南县卫健局组
织 8 名医疗专家在基层卫生院开展扶
贫义诊活动，提供义诊服务 300 人次，

免费发放价值4万余元的爱心药品，让
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优质诊疗服务，赢
得了群众一致好评。 姚渤潮 摄

↓安康市平利县目前有社区
工厂43家，固定用工人数达2000
余人，我省将平利“建立移民搬迁
社区工厂”的经验确定为“三抓一
确保”农村移民搬迁的重要内容

在全省推广。社区工厂是平利继
“美丽乡村”后倾力打造的又一张
亮丽名片。图为女工在生产LED
电子元件。

刘应珊 摄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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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实习记者 牟影影）
11月20日，记者从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即日起，
在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
司管内的西安北、渭南北、大荔 3
个车站开通电子客票业务，涉及
从西安北站始发的大西高铁26.5
对，旅客无需取票，刷证即可乘
车，这标志着火车纸质车票时代
或将成为历史。

推行电子客票后，开通电子
客票业务车站的G、D、C字头的
列车，以后都没有“取票”这一环
节。旅客通过互联网订购车票
后，无需换取纸质车票，可直接
持二代身份证等有效身份证件，

或者刷购票二维码完成快速进
站，进站效率大大提高。

实行电子客票后，旅客在购
票、进站乘车、退改签等流程将
发生一些变化。有关电子客票
的详细信息，旅客可通过 12306
网站和相关车站公告查询。

另外，目前电子客票仅在已
公布实施的线路车站应用，若旅
客乘车区段的始发站和终到站
均为已公布实施车站，即可购买
电子客票；若旅客所乘列车在已
公布线路和未公布线路间跨线
运行、始发站和终到站任意一个
不在范围内的，仍按原有购票方
式买票乘车。

我省部分车站开通电子客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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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中国铁路西安局
集团有限公司安康车务段组织
人员深入周边厂矿企业，宣讲铁
路议价政策，主动营销抢占市

场，努力完成货运任务。图为近
日该段柞水车站货运人员正在
盯控装运销往汉中的铁矿粉。

谭永良 李银昌 摄

本报讯 （李向红）11月 15
日至 17日，经文化和旅游部批
准，由中国旅游研究院等单位主
办的 2019中国夜间经济论坛在
安徽芜湖举行。论坛发布了“夜
间经济十强城市”，西安榜上有
名；同时，西安大唐不夜城新唐
人街步行街，入选“夜间游客最
喜爱的十大历史文化、商业街区
及网红步行街”。

“夜间经济十强城市”包括：
重庆、上海、深圳、北京、西安、广
州、成都、哈尔滨、武汉、长沙。“夜
间游客最喜爱的十大历史文化、

商业街区及网红步行街”包括：
北京大栅栏历史文化街区、上海
外滩历史文化街区、苏州山塘街
历史文化街区、天津五大道历史
文化街区、北京王府井步行街、
北京三里屯、重庆洪崖洞民宿风
貌区、成都宽窄巷子、上海南京
路步行街、西安大唐不夜城新唐
人街步行街。大唐不夜城以其独
特的“一轴·两市·三核·四区·五
内街”格局再现了盛唐“长安夜”
的繁华景象，自升级改造以来，通
过丰富的夜间文化活动吸引了大
批中外游客。

西安获评“夜间经济十强城市”

本报讯（实习记者 赵院刚）11月 20
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截至11月15日，全省共破获食
品、药品、环境领域犯罪案件956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1440人，刑事拘留 993人，涉案金
额 16.7亿元。其中，公安部督办 7起，省厅
督办44起，发起全国集群战役3起。

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向阳介绍，今年以
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聚焦服务全省追赶超
越大局，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采取大案攻
坚、挂牌督办、调研督导、协作配合、宣传发
动等有效措施，全力组织开展打击食药环领
域违法犯罪专项行动，集中侦破了一批大要
案件，整治了一批重点区域。

强化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针对危
害食品安全的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出重拳、除痼疾，突出打击与人
民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米、面、油、调味
品等违法犯罪，对涉及生产、销售、运输、储
藏及指挥联络等实施全环节、全链条歼灭性
打击，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
全”。截至 11月 15日，共破获食品类案件
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06人，刑事拘留
234人，涉案金额 13.5亿元。省厅督办案件
13起，发起全国集群战役1起。

持续打击危害药品安全犯罪。全省各
级公安机关集中打击制售假劣疫苗、生物制
品、血液制品犯罪，严厉打击制售假劣降压、
降糖、降脂、抗癌药品和假劣美容产品犯罪，
重点打击非法经营药品、骗取医保犯罪，深
入打击利用互联网制售、跨国制售假药、医
疗器械、化妆品犯罪，严防发生药品领域系
统性风险，维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截至
11月 15日，共破获药品类案件 74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35人，刑事拘留101人，涉案金
额6588.4万元。省厅督办案件4起，发起全
国集群战役2起。

深化打击侵权假冒犯罪。省公安厅严
厉打击妨碍企业创新发展的侵犯知识产权
犯罪，重点打击机电建材、家电汽配、妇幼用
品、服饰箱包等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依
法保障和服务涉食药环领域民营企业健康发
展。截至 11月 15日，共破获侵权假冒案件
87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22人，刑事拘留 81
人，涉案金额2.5亿元。

突出打击破坏生态环境犯罪。省公安厅成立以副
省长、公安厅厅长胡明朗任组长的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以秦岭6市为重点，坚持“打、防、管、控”并举，组织开展
打击整治破坏秦岭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专项行动以来，共破获野生动物刑事案件268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389人，刑事拘留225人。公安部督办案件7起，
省厅督办案件20起。重点打击汾渭平原关中区域大气污
染违法犯罪，非法转移、倾倒和处置危险废物违法犯罪；集
中打击“两江两河”非法采砂、水体污染违法犯罪，破坏秦
岭区域生态环境违法犯罪，全力以赴打好“青山、蓝天、碧
水、净土”四场生态环境保卫战。截至11月15日，共破获
环境类案件33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88人，刑事拘留352
人。省厅督办案件7起（除野生动物刑事案件）。

深入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全省食药环
领域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摸排工作，加大核查侦办力度，
侦破了一批涉黑涉恶案件，有效遏制了食药环领域涉黑
涉恶势力滋生蔓延。截至 11月 15日，全省共破获食药
环领域涉黑涉恶刑事案件11起。

全
省
今
年
以
来
破
获
食
药
环
案
件
近
千
起

近日，北京出现大风天气，阵
风达 9 级左右，北京市气象台还
发布了大风黄色预警。狂风下坚
持送餐的外卖小哥让人心疼，“恶
劣天气应不应该点外卖”也登上
热搜，网友为此还吵起来了。

坚持大风天可点外卖的人认
为，点不点是客户的自由，接不接
也是外卖小哥的自由，恶劣天气
外卖费涨价，外卖小哥可以得到
多一些的收入。外卖平台接单赚
钱、提供服务是一种市场行为，各
方按合约办事无可厚非，不应该
对简单的市场行为予以复杂的道
德绑架，不能随意剥夺一些人赚
钱或消费的权利。

反对者则认为，恶劣天气点
外卖，不仅让外卖小哥倍加艰辛，
还可能危及其生命安全，过去曾

经发生过因为恶劣天气送餐而导
致的事故，因此呼吁大家减少订
单。这是体恤劳动者、降低职业
风险的一种表现，其心疼外卖小
哥的情怀令人感动。

可以说，双方各有道理，并无
对错之分。但无论哪一方，都在
争议之中渐渐达成共识——就是
要对外卖小哥好一点，遇到恶劣
天气尽量不催单，不轻易给差评，
说一声“谢谢”，叮嘱慢一点注意
安全，还有消费者根据情况给外
卖小哥红包……这种友爱与尊重
传递开来，让每一位在恶劣天气
中坚守岗位的人感到温暖与欣
慰，集聚起关爱一线劳动者、友爱
互助的社会正能量。

而网友们的热烈讨论，更可
以给相关部门一些启发。比如政

府部门设立灾害预警机制，规范
特殊情况下的行业运营，强调以
人为本，以安全为要；外卖平台在
恶劣天气下停止平台服务、减小配
送范围、适当提高配送酬劳等，提
供更安全的保护措施和良好的评
价机制，还要在平时加强安全教
育、提高劳动待遇等，免除后顾之
忧，让外卖员体会到劳动的价值。

“恶劣天气该不该点外卖”
是一场随性的小讨论。将心比
心、推己及人，相互关照、彼此尊
重，讨论的价值已经远远超过议
题本身。 （王丽美）

恶劣天气该不该点外卖

农民工返乡创业，有利于激
活农村资源要素，培育发展新动
能，促进农民就业增收。11月19
日，国家统计局西安调查队发布
消息，为了解西安市返乡农民工
创业情况，该调查队通过问卷调
查、电话访问和实地调研等方式
开展专项调查。结果显示，西安
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效应正逐步
显现，78.4%的返乡人员有意愿
在家门口创业，返乡农民工已日
益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
成为推动乡村产业发展、扶贫攻
坚的新动力。

男性新生代农民工
构成返乡创业主体

参与本次调查的 74位返乡
人员中，有 51位有过创业经历，
创业对象以男性新生代农民工为

主。从返乡创业人员的年龄看，
新生代农民工构成返乡创业主
体，占 84.3%，其中，30岁以下人
员 占 21.6% ，30~39 岁 人 员 占
62.7%，40~49岁占15.7%。

返乡创业群体文化水平相对
较高，以大专和高中为主。返乡
创业农民工返乡前从事的行业相
对集中，主要集中于种养殖业和
简单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家庭因素成为
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

随着近年来精准扶贫、乡村
振兴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农村发
展机会增多，返乡创业就业人员
不断增加。本次调查的 74位调
查对象中，有58位表示有创业的
意愿，占78.4%，其中的51位已经
付诸实施。其中，家庭因素日益

成为返乡创业的主要原因。
随着近年来外出务工人员收

入的持续增加，加上在外打拼多
年对家庭的思盼之情和责任意识
的逐渐增强，选择返乡创业方便
照顾家庭的人员占返乡创业农民
工的52.9%；为寻求更好个人发展
空间的占25.5%；由于工资不能满
足需求的占17.6%；考虑到大城市
工作不好找的占2%；由于相关政
策的扶持，使得农村的发展机会增
多，有2%的人员因此返乡发展。

创业初始投资多为中小规模

调查显示，农民工返乡创业
的行业领域分布较广且分散，涉
及农林牧副渔业、居民服务、修理
和其他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餐
饮业等10多个行业。

随着大批的新生力量进入创

业领域，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
倾向于第三产业，选择简单的劳
动密集型行业。从行业类型看，
返乡创业者中从事住宿和餐饮业
的占比最高，为 25.5%；从事第一
产业的占 21.6%；从事批发和零
售业的占 11.8%；从事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与建筑业
的占比相同，均为 7.8%；从事制
造业与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
务业的占比相同，分别占 5.9%；
其他行业占13.7%。

农民工返乡创业资金来源以
自筹为主，初始投资规模以中小
规模为主。从初始投资的金额
看，2万元以下占 5.9%，2~5万元
占 15.7%，5~10 万元占 33.3%，
10~50万元占25.5%，50万元以上
占 19.6%，呈现中间高两边低的
趋势。

创业项目呈现产业升级特征

通过调研发现，返乡创业项
目出现了可喜的变化，返乡创业
视角既立足传统农业，又着眼于
具有产业融合特色的绿色农业和
农旅一体化服务业，涉及了一些
新兴行业和特色产业，呈现出积
极的产业升级特征，如有的农民
工结合自己学到的种养殖知识和
积累的管理经验，并依托当地的
文化及旅游资源特色返乡创业，
创办了特色民宿、特色农庄、特色
农家乐、特色小镇和主题公园等，
有利于推动农村产业多元化发
展，实现市场、技术、制度、组织创
新，引领经济结构调整。（梁璠）

11月15日，国网西安供电公司长安分公司工作人
员对管辖小区进行户表改造知识宣传并现场更换住户
电表。截至目前，长安供电公司全力推进户表改造工
程，已完成辖区 135 个小区物业的《供配电设施移交
协议》签订，接收了 96 个小区、6.2 万余户的户表改造
工作。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