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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于佳欣 杰文津
罗鑫 赵文君 胡浩 郑钧天 王优玲 董
建国 何曦悦

国内游人次增长，旅游收入再创
新高，零售餐饮销售额约 1.4 万亿
元，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引
领潮流……今年国庆黄金周七天，消
费市场出现哪些新特点、新趋势？

交通：6亿多人次出行，高铁和民
航增量最多

全国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邮政综合交通运输协调有序，总体顺
畅。据初步统计，10月 1日至 7日 18
时，全国旅客发送量预计达到6.16亿
人次。其中，全国铁路累计旅客发送
人数预计达9898.2万人次，同比增长
超过 10%；道路旅客运输量达到 4.92
亿人次，同比基本持平；主要地区水
路客运量完成 1316 万人次，同比下
降 1.26% ； 民 航 运 输 旅 客 人 数 达
1222.7万人次，同比增长8.7%。

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旅游
景区到处车辆拥堵、人头攒动，“堵
车”“人多”仍旧是假期生活的“热
词”。在很多出行者的朋友圈里，转
发和晒图最多的还是旅途聚集的人流
与车流。

有数据显示，“十一”期间，珠
三角地区拥堵程度最高，长三角次
之，京津冀与成渝地区拥堵程度
相当。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公路
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虞明远说，从
数据看，体现出交通综合运输的融合
发展开始发挥作用。国庆期间交通运
输主要的增量是由铁路和民航来承担
的，铁路增长超过 10%，说明随着高铁
网络的完善，对节假日出行承担的作
用越来越大。

旅游：国内游人次和收入“双增
长”，“一带一路”沿线热度提升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
部数据中心）测算，国庆假期全国共接
待国内游客 7.26 亿人次，同比增长
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990.8 亿
元，同比增长 9.04%。都市休闲、红色
旅游、乡村旅游、自驾游、观光游览等
旅游消费活动高涨。

国庆节前，各地落实重点国有景
区门票降价有关要求，981个国有景区
实施了降价措施或者免费开放，受到
游客称赞。

为庆祝新中国 69 周年华诞，多
地推出红色旅游项目，观看升国旗、
参观博物馆和红色景区等活动受欢
迎。此外，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
丰收乡村文化旅游活动，吸引大量游
客前往乡村看美景、品美食、赏
民俗。

根据支付宝发布的黄金周中国人
境外消费数据显示，二线城市居民境
外消费表现抢眼，福州以 70%的人均
消费增长率，成为境外移动支付消费
增长最快的城市。

携程发布报告显示，“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始进入中国游客长假
出行目的地名单，比如克罗地亚的搜
索指数同比大增 142%，临近的塞尔
维亚、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以及中
亚国家乌兹别克斯坦的搜索量均翻倍

增长。
零售餐饮：销售额约1.4万亿元，

品质化、个性化、体验式消费引领潮流
据商务部监测，10月 1日至 7日，

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4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
黄金周增长 9.5%，品质化、个性化、体
验式消费引领潮流。

根据各大电商平台的数据，升级
类产品销量增长明显。天猫数据显
示，10月 1日至 3日期间，智能翻译机
销售同比增长 361%，洗碗机销售额同
比增长 89%，包括扫地机器人等在内
的智能机器人增幅更是高达 332%。
根据苏宁易购发布的国庆消费报告，
升级类家电产品也受到热捧。70寸及
以上的电视销量同比增 517%，洗干一
体机销量增长 195.9%，破壁料理机销
量增长超10倍。

消费者在买得更好的同时，也能
玩得更好，网上订餐、定制旅游等新消
费模式持续火热。商务部监测数据显
示，一些线上旅游平台定制旅游销量
增长 50%以上。美团旅行的数据显
示，黄金周期间，美团APP在出境游中
的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60%。其中，美
食、景区门票两个品类的交易金额接
近翻番。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服务业
研究室副主任陈丽芬说，这个黄金周
期间，无论是购物、服务还是其他新兴
消费，都呈现出显著的增量提质趋势。

楼市：成交量下降，调控力度不
放松

10月份是楼市的传统旺季，但今
年黄金周期间，多个城市新房成交量
价齐跌，部分开发商开始变相降价，以
折扣或优惠的方式促销。据中国指数
研究院统计，黄金周期间，全国多城楼
市成交遇冷。其中，北京新房成交下
降20%，深圳更是“腰斩”，三线城市新
房成交同比下降51.5%，降幅最大的扬
州跌幅超过90%。

记者走访上海楼市发现，多数新
开楼盘销售冷清。国庆 7 天，上海新
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5.6万平方米，环
比减少68.8%。

上海链家市场研究院分析师赵葆
根认为，目前市场供应较为充足，购房
者观望情绪浓重。从中报分析来看，
大多数房企面临较大的资金压力，下
一步或有更多房企加大促销力度。

二线城市新房市场也在降温中促
销。记者在厦门调查发现，厦门房地
产价格和成交量存在不同程度回落，
与此同时，不少楼盘纷纷加入促销优
惠的行列。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
跃进表示，国庆期间许多城市楼市清
淡与调控政策持续严厉有关，特别是
一二线城市调控力度依然不放松，购
房者观望情绪较大，二手房置换效率
也明显降低。

“调控政策严格的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南京、合肥等城市已经
出现房价下行的苗头。”中原地产首
席分析师张大伟说，“房价调整正从
点到区域扩散。热点城市楼市逐渐降
温，当前的购买力很难再支撑市场继
续冲高。”

国庆黄金周消费市场盘点

新华社天津10月 8日电（记者 周润
健）天文专家介绍说，流星体速度慢、火流
星较多的南金牛座流星雨 10 日将迎来极
大，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可在当晚尝试寻找
明亮火流星。

天文资料显示，南金牛座流星雨流量
不是很大，一小时内仅能看到几颗群内流
星，但该流星雨的流星体速度很慢，不会转
瞬即逝，辐射点范围较广，容易观测和拍
摄，而且亮流星也很多，非常美丽。

因为辐射点位置的差异，金牛座流星
雨被分成了南金牛座流星雨和北金牛座流
星雨。由于来源同为2P恩克彗星抛出的尘
埃团，这对“双胞胎”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例
如流星体速度较慢，亮流星较多，颜色偏
白，活跃期长等。它们的不同点是，北金牛
座流星雨的赤纬要高 13度左右，而且在时
间上要推迟 1个月。与南金牛座流星雨相

比，北金牛座的观测条件更为有利一些。
天文专家表示，每年流星雨的观测统计

对于提高流星雨预报的精确程度具有重要
参考意义，所以，尽管流星数量并不大，但
南、北金牛座流星雨也有一定的观测价值。

“今年南金牛座流星雨在 10日迎来极
大。极大期间，几乎是无月夜，观测条件很
好。”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
赵之珩介绍说。

赵之珩提醒说，由于目前人类还不能精
确计算流星雨母体彗星尘粒的分布结构，因
而不能像预报日食、月食那样，对流星雨的
发生和规模做出准确预报，再加上，南金牛
座流星雨本身流量也不大，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不必专门为了看它而熬夜，可以在进行其
他方面观测和拍摄的同时，在极大出现的前
后一两天“捎带着”看看，说不定什么时候就
能“逮”到一颗明亮的火流星。

新华社合肥10月8日电（记者 陈诺）
大量招募网络代聊人员，利用微信在安徽、
广东、江苏、甘肃、河南等十余省份组织卖
淫。记者日前从安徽省安庆市公安局了解
到，当地警方成功破获这起特大跨省网络
卖淫案，已抓获涉案成员25人，涉案金额超
过5000万元。

去年以来，安庆市公安局菱北分局菱
北派出所先后接到多名群众反映周边部分
高档酒店存在卖淫嫖娼现象。去年 9 月 9

日，当地警方蹲点布控，在安庆一酒店成功
抓获卖淫女陈某、慈某以及涉嫌组织卖淫
的田某，而后前往重庆巫山抓获该案主要
犯罪嫌疑人石某。

为了深挖这一团伙背后的犯罪行径，
当地警方成立专案组继续进行调查。经
查，案件涉及安徽、广东、江苏、甘肃、河南、
贵州等十余省份，涉案金额超过 5000 万
元。目前，主犯石某、宋某、夏某等9人被移
送起诉，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新华社上海10月8日电（记者潘清）国
庆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全线重挫，上证综指
失守 2800点，大跌逾 3%并创下近 4个月最
大单日跌幅。深市三大股指跌幅均在4%以
上。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击穿了2800点整
数位，报 2768.21 点。早盘上摸 2771.94 点
后 沪 指 开 始 一 路 震 荡 下 行 ，午 后 下 探
2710.18 点。尾盘沪指收报 2716.51 点，跌
104.84点，跌幅达到3.72%，创下近4个月最
大单日跌幅。

深市表现更为疲弱。深证成指跌
340.26 点后以 8060.83 点报收，跌幅达到
4.05%。创业板指数跌 4.09%，收报 1353.67
点。中小板指数走势最弱，收盘报 5486.88

点，跌幅高达4.59%。
伴随股指重挫，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上

涨品种总数不足 200只。不计算 ST个股，
两市仅20只个股涨停。

除公共交通板块逆势小幅收涨外，其
余行业板块均告下跌。其中，白酒、航空公
司、旅游、酒店餐饮板块整体跌幅高达逾
5%。通信设备、互联网、保险等多个板块跌
幅也超过了4%。

沪 深 B 指 同 步 大 跌 。 上 证 B 指 跌
2.33%至 283.43 点，深证 B 指跌 2.72%至
948.79点。

与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相比，沪深两
市成交有所放大，分别为 1415亿元和 1474
亿元，总量接近2900亿元。

寒露映晚秋
10月8日，山东枣

庄山亭区山城街道胡
沃村的农民在田间收
获 山 楂 。 当 日 是 寒
露。寒露是二十四节
气 中 的 第 十 七 个 节
气，表示秋季时节的
正式结束，天气由凉
爽向寒冷过渡。

新华社发 张强 摄

节后首个交易日：A股全线重挫

安徽警方破获一起跨省网络卖淫案

公众10日可寻明亮南金牛座流星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