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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西北版发行
本报讯（文艳） 2020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西

北版1月11日在全省正式发行。凭年票在28省、210
地市联网通用，可畅游1400多家景区、森林公园和博
物馆，享受价值超过 10万元的免门票待遇。其中陕
西 98家场馆，景区、温泉、滑雪、亲子等均有覆盖，全
国1000多家景区免门票并不限使用次数。

锦绣江山全国旅游年票是造福千家万户的惠民
旅游平台，由陕西、北京、辽宁、山东、河南、贵州等28
个省级年票发行办公室历经十五年联合打造。

年票实行一人一卡制，全国统一定价 200元，西
北版优惠价 128元。广大市民可通过西安市邮政局
网点、年票官方微店、授权门店、票务网站等渠道办
理，也可拨打客服热线029-83136688订购。

如遇到在景区合法使用时被拒绝等问题，发行
单位郑重承诺门票全价赔付。任何年票事宜均可拨
打客服热线029-83136688解决。具体景区名单请关
注微信公众号nianpiao029查询。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记者 姜琳）1月 10
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组织行业制定的“家用电器
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准发布，确定了冰箱、空调的
安全使用年限为 10年，洗衣机及干衣机、吸油烟机、
燃气灶、电热水器的安全使用年限为8年。我国主要
家电首次有了专业的“寿命”标准。

中国家电协会理事长姜风表示，过去由于没有
标准，人们对家电等耐用消费品没有“寿命”概念，导
致大量家电超过 10年仍在使用。家电“超期服役”
时，不仅能耗显著提升，而且存在较大安全隐患。据
估算，仅2020年就将新增1.6亿台家电到期。

我国主要家电首次有了“寿命”标准

本报综合消息（吴月辉）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获悉：11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顺
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FAST自试运行以来，设施运行稳定可靠，其灵敏
度为全球第二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的 2.5倍以上。
这是中国建造的射电望远镜第一次在主要性能指标
上占据制高点。

截至目前，FAST探测到 146颗优质的脉冲星候
选体，其中 102颗已得到认证。未来 3至 5年，FAST
的高灵敏度将有可能在低频引力波探测、快速射电
暴起源、星际分子等前沿方向催生突破。

“中国天眼”正式开放运行
通过国家验收——

1 月 10 日下午，西安市轨道集团运营分公司
开展员工双节慰问系列活动。图为青年员工包饺
子联欢。 申立 摄

1月11日，西安市五味什字小学的师生和未央区
作协领导来到年逾八旬的著名作家党永庵家中，为他
赠送春联，并致以新春的祝福。 魏闻琢 摄

本报讯（贾鸣）为营造“回
家的路——温暖的路”乘车环
境，由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
限公司西安客运段上海车队西
沪四组担当的 Z254 次列车，采
取了许多便民服务措施 ,以保
障旅客顺利回家。

他们在硬卧 12 车厢设立列
车“小书屋”丰富旅客枯燥无味
的旅行生活；硬座 4、7 号车厢
设立列车便民服务站，在客流
高峰期间让旅客遇到问题能更
快速得到解决；在硬卧 11 车

“广播车”设立母婴室，极大方
便了哺乳期妈妈带孩子乘
坐列车为孩子哺乳时的尴
尬。这一系列贴心的做
法，让旅客感受到旅途中

“流动的家”的温暖。

新华社西安1月11日电（记
者 张斌）记者从西安咸阳国际机
场获悉，春运期间海航、东航、深
航和春秋 4家公司在西安机场投
入春运加班计划，共增开 8条航
线，计划增加航班604架次。

其中，国内增开西安-无锡、
西安-桂林、西安-福州、西安-乌
鲁木齐、西安-广州、西安-深圳和
西安-上海浦东 7条航线，计划增

加航班 560架次；国际增开西安-
甲米航线,计划增加航班44架次。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相关负责
人表示，春运期间机场将推出一
系列温馨服务举措，重点关注特
殊旅客出行需求，以方便旅客为
目的，在值机、优先安检等特殊服
务环节优化流程，增派服务人员，
开辟绿色通道，按需开展“一对
一”导乘服务。

1 月 10 日，春运首日，西安北站首次在候
车大厅设立起“幸福站打卡墙”，旅客不时来到

打卡点合影留念，并写下自己的新年愿望。
本报记者 鲜康 摄

西安机场春运增开至国内国际8条航线

进行时春运

春运期间春运期间春运期间，，，扶贫年货走进了高铁站扶贫年货走进了高铁站扶贫年货走进了高铁站

“听说火车站要办扶贫年货节，我
们合作社早早都在准备，精心挑选了最
地道、卖相最好、口感最棒的农特产品
带过来展销……”

“去年风调雨顺，茶农收成不错，这
会儿大家品鉴的茶汤，就来自我们帮扶
的贫困村，每一片茶叶都寄托着村民们
过好日子的念想……”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烈地交流着。
1月 10日，2020年春运的第一天，在

汉中车站候车室里，扶贫年货展销会
的“丰收小院”吸引着来来往往的候
车旅客们，浓浓的“年味儿”在这个小
小的候车室里悄悄流淌。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定点

帮扶汉中市勉县的 8个贫困村，位于秦巴
腹地，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新兴产业，经
济发展较为缓慢，尤其辐射的秦巴山区
是我国秦巴连片扶贫区域，也是国家脱
贫攻坚的主战场之一。

秦巴遮挡、汉水缠绕下，这里虽然交
通不便利，但土特农产丰富，深受各地群
众喜爱。近几年来，中国铁路西安局集
团有限公司为助力地方脱贫攻坚、助力

乡村振兴，先后累计投入扶贫资金 5875.5
万元，通过架桥修路、灌溉堰坝以及修建
茶叶加工厂、肉牛养殖基地、禽类屠宰加
工车间等 41个产业帮扶项目，为贫困地
区群众出点子、拓路子。同时，还发挥铁
路自身行业优势，通过“消费扶贫直通
车”“公益慢火车”“丝路扶贫车”“列车集
贸市场”等形式，为老乡们“淘金”创造有
利条件。今年的“扶贫年货节”更是利用
春运大客流时机，让贫困村的优质农产
品赶上春运“大潮”，融入春运市场。

“这个要火，高铁候车室意外碰到网
红打卡墙哦，可以拍照，可以扫码，还能
挑选心仪的年货，太贴心了有没有！”返

乡旅客小王惊喜地发了一通朋友圈，乐
滋滋地“淘”起了年货。

这次“扶贫年货节”，铁路部门还结
合电商特点，为农户们打造出“二维码”
信息墙：一户喜庆的丰收年景小院落，两
边墙上是农产品销售码、农家网店码、家
庭农场优质农产品码等，让过往的旅客
们通过扫码了解所需购买的农产品。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除了
在客流量较大的西安北站、西安车站、汉
中车站“搭台子”卖年货以外，还在开行
的 199趟动车组列车上售卖土特产品，让
更多老乡在脱贫路上越走越顺。

本报记者 牟影影

新闻新闻新闻

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最新
《2019中国旅游业发展报告》显示，国内
游客量达 55.4 亿人次，收入突破 5 万亿
元。其中，近两年异军突起的“网红城
市”可谓功不可没。然而，部分业内人士
面对“网红热”持冷静态度，他们认为这
只能带来“短期聚焦”效应，旅游市场更
需要的是持久的“眼球经济”。

起个大早，赶个晚集

查阅最近几年国内旅游市场各类排行
榜，重庆名列前茅且热度持续不减。记者
从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获悉，截至去
年 11月，重庆市接待游客 6.18亿人次，实
现旅游总收入5416.5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0.10%和32.12%。
不过值得注意的

是，在重庆旅游业内人
士看来，一些闻名已久
的景区对总体数据的
贡献并不显著。“事实
上，那些早先成名的景

区，每年游客量和旅游收入同比也在上升，
但与‘网红景区’相比，差距立马显现。”从
事重庆市内旅游带团工作的导游凯翔说。

一组数据也从侧面证实上述说法：
比如重庆大足石刻去年 1~10月累计接待
游客 85.83万人次，而“网红景点”洪崖洞
民俗风貌区仅去年国庆 7天就接待游客
88.9万人次。

记者在网红景点李子坝轻轨站观景台
看到，来此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然而，当
询问他们的旅游计划时，发现除了“网红景
点”，关于重庆其他成名已久旅游景区知之
甚少，更别说将之放入计划中了。

“不少国内游客愿意花费高价出境看
吴哥窟，来到重庆却不看大足石刻。”凯翔
语气中带着遗憾。他告诉记者，以前带的
旅行团，大足石刻多是必选。如今接待的
游客主要为看李子坝、拍洪崖洞、坐长江
索道、逛鹅岭二厂文创园，好像重庆只有
这些地方值得一游。“作为世界八大石窟
之一的大足石刻，与吴哥窟齐名，绝对称
得上是重庆最早的‘网红’，却未能迎来爆

发期。”凯翔一声叹息。
记者了解到，类似景象并非只在重庆

才有，近两年涌现出的“网红城市”普遍遭
遇如此尴尬——比如去西安只为体验“摔
碗酒”，去厦门鼓浪屿只为尝“土耳其冰淇
淋”，去成都只为拍照“爬墙熊猫”……以前
代表城市的不少“旅游名片”正在被冷落，
一些具有深厚历史人文价值的景区“起个
大早，赶了个晚集”。

目的地打卡不能“凑热闹”

长期从事旅游业发展研究工作的学
者罗兹柏指出，一些知名景区备受冷落
的最大症结还是在于“吃老本”，“没跟上
旅游市场消费习惯的发展和变化，不能
满足游客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所以
不进则退。”

对旅游意义的探讨也成为业内人士
关注焦点。重庆工商大学旅游与国土资
源学院讲师陈蒲称，“网红城市和网红景
区是当下旅游市场现象级话题，其借助
互联网手段广泛传播，使一些游客产生

去打卡才有成就感的误区心理，将旅行
变成盲目和单纯的追风。”陈蒲表示，与
其说是旅游，不如说是凑热闹。

资深旅行家“老马识途”直言，过度营
销和单一性营销导致目前旅游市场出现
这些问题。城市宣传过分发力网红景点，
导致游客打卡只追“网红”，表面看这是为
城市营造出与众不同的看点，实际将丰富
的旅游资源变得单一。

记者注意到，“一门心思打卡网红，忽
略更多旅游资源”也为市场管理带来诸
多不便，比如去年国庆节 1200多米长的
扬州东关街接待了七八万人次的游客，
每天都处于超负荷接待状态，给管理方
带来极大的难度。

陈蒲强调，城市不应只围绕网红景
点做文章，出游也不应只限于跟风凑热
闹。新的打卡地和老牌旅游景区均衡发
展，既能分流游客群体，更能让一座城市
的旅游市场保持长期热度。据《工人日报》

老牌景区为啥拼不过网红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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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何军）1月11
日，记者从 2020年全省交通运输工
作会议上获悉，今年陕西计划完成
交通投资700亿元，力争实现县县通
高速公路，开通试运营银川至西安
高铁，全面开工建设西安咸阳国际
机场三期工程。

力争实现县县通高速公路
2020年全省计划完成交通投资

700亿元，全省高速公路建设建成通
车 700公里以上，力争新开工 400公
里以上。

要建成太白至凤县、西乡至镇
巴、安岚项目安康至岚皋段、平利
至镇坪、子长至姚店、湫坡头至旬
邑、宝坪项目岩湾至坪坎段、清涧
至子长、黄蒲项目黄龙至白水段、
旬凤项目太峪至凤翔段、合铜项目
合阳至铜川东段、延长至黄龙、韦
庄至罗敷等高速路项目（段）。子
长、黄龙、太白、凤县、麟游、镇巴、
岚皋、镇坪、白水等 9 个县将通高
速公路，届时陕西将实现县县通高
速公路的目标。

加速建设银川至西安高铁
2020 年，铁路建设规模达到

1000公里。加速建设银川至西安高
铁，确保实现开通试运营。全面加
快建设西安至延安高铁，开工建设
西安至十堰高铁，力争开工西安至
安康高铁。

积极推进西安至宝鸡铁路客运
专线提速运行，研究在西安至安康、
延安至榆林普速线路上开行动车组。

全面开工建设西安至韩城城际
铁路，有序实施西安至法门寺至机
场、阎良至机场城际铁路。
咸阳机场三期工程全面开工建设

加快推进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
期工程前期工作，实现全面开工建
设。咸阳机场旅客量突破 5000万人
次、货邮量突破45万吨。实现西北货
航开航投运，补齐我省航空货运短板。

持续加快榆林、安康等支线机场
和神木、航天基地等通用机场建设，
着力推进宝鸡、府谷、定边等支线机
场前期工作。
道路、客运、快递打通“最后一公里”

建立建制村“通返不通”动态
监测和应对防范机制，及时修复
通村公路水毁等灾损路段。继续
推进建制村通客车工作，创造条
件“应通尽通”，不断提升农村客运
覆盖率和通达深度。

因地制宜推动农村公路窄路加
宽、安保设施完善，继续推进产业
路、旅游路、资源路建设，扩大提升
交通脱贫攻坚战果。

推动交通运输与邮政快递在农
村地区的融合发展，有效解决寄递
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实现我省
农村物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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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6月 24日，中共陕西省委
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正式印发
《关于推广西安市“车让人·人守规”经
验在陕西省开展文明交通实践行动的
方案》，将西安市“车让人·人守规”经
验推向全省，成为全国首个在全省范
围内推广“车让人·人守规”的省份。
如今半年过去了，“车让人·人守规”实
施效果如何？

“车让人·人守规”
已成为西安文明标签

2017年 5月，西安市在全省先行
先试，开始推行“车让人·人守规”。此
举不仅使西安城市交通秩序得到显
著改观，城市形象大幅提升，也为全
省推广“车让人·人守规”积累了宝
贵经验。如今在西安驾驶员看来，

“车让人”已经不需要过多思考，而
是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一位李姓出租车司机说：“刚开始
推广时，我们被动礼让行人，主要是怕
罚款；现在开车都有了这个意识，走到
斑马线前都会自觉减速礼让。”

根据调查，自“车让人·人守规”
文明交通实践行动实施以来，各地普
遍比较重视，按照部署要求，及时安
排，认真推动落实。

全省“车让人·人守规”
形成风尚

2019 年 7 月 10 日，陕西召开全
省“车让人·人守规”文明交通实践行
动视频会。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
各行业要结合自身实际，尽快制订细
化工作措施，做到工作举措、督导检
查、纠违处罚、组织保障“四落实”。

半年来，全省各地市已纷纷行动
起来，迅速组织“车让人·人守规”文
明交通实践行动启动仪式，相关部门
及时制定下发落实方案或实施细
则。各地利用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
传报道文明交通实践行动进展情
况，同时改善道路环境，规范交通秩
序。目前，全省“车让人”形成一种
风尚，“人守规”有了明显进步。

据了解，目前陕西省 13 个市
（区）均已研究制定并印发落实方案
或实施细则。同时，陕西省各地市
（区）也先后举办大型“车让人·人守
规”文明交通实践行动启动仪式，加
强宣传。其中，西安市、咸阳市、铜
川市、渭南市、榆林市、延安市、汉中
市、安康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
的文明交通实践行动已经覆盖全域
范围。 （王帅）

“车让人·人守规”在全省推广半年成效显著

新年伊始，在咸阳市乾县新建城际铁路机场至
法门寺线施工现场，中铁电气化局铁路工程公司施
工人员对接入银西高铁接轨段进行路基地基加固，
这标志着新建城际铁路机法线接入银西高铁乾县接
轨段工程正式开工。 倪树斌 赵昆峰 摄

脱贫攻坚 奋力争先

西安客运段上海车队西沪四组

多举措温暖旅客回家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