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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一台最大开挖直径达16.07米的超大直径盾构机在中国铁建重
工集团长沙第一产业园下线。这台盾构机整机长150米，总重量4300吨，这是
我国迄今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由中国铁建重工集团、中铁十四局集团联
合研制的1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取名为“京华号”，出厂后将参与北京东六环
改造工程建设。 新华社记者 戚晓毅 摄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马晓媛 余俊杰
国庆、中秋将至，在这个常态化疫情防

控下的 8天长假，百姓如何安心出游？“新华
视点”记者调查发现，这个假期居民出游需
求旺盛，旅游消费市场呈明显恢复态势，“周
边游”“自驾行”“私家定制游”成为出游的主
要选择。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全国文化和旅游
市场总体趋势积极向好，恢复步伐加快，
群众消费意愿增强，行业信心持续提振。
各地相关部门要按照疫情防控、安全生产
等要求，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全、有
序的假期。

恢复态势较好，个别热门景区门票“一
票难求”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今年的
国庆、中秋假期是7月14日旅行社有条件恢
复跨省团队游业务以来，第一个为期 8天的
超长假期，群众出游意愿较高。但毕竟还处
于常态化疫情防控下，一部分游客会更加谨
慎出行。

记者从多个旅游企业了解到，国庆、中
秋长假旅游出行恢复较快，不过与往年同期
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中青旅遨游市场发展群总经理助理冯
若宾介绍，今年国庆、中秋长假旅游订单金
额比暑期高峰期营业额增长 300%，表明疫
情以来旅游呈逐步回暖的态势。

山西红马国际旅行社的武妍从业已有
10余年。她说，旅游恢复情况很明显，7月游
客陆续开始跨省游，8月游客量逐步回升，9
月已经恢复到跟往年差不多。这个长假旅
游预订虽然比往年稍差一点，但还算令人满
意。“还处于恢复期，今年跟团游价格比往年
便宜一些。”她说。

记者调查发现，个别热门景区的门票
“一票难求”。记者在故宫博物院官方网站
上看到，9月 27日至 10月 7日的普通门票已
经售罄。敦煌研究院官方网站上显示，10月
1日至8日的A类票已经售罄。

据去哪儿网数据显示，自然风光、文化
古迹、世界遗产、动物园、主题乐园成为搜索
热度最高的5类目的地。

山东曲阜三孔景区、山西平遥古城景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假期预计会出现
旅游小高峰，但景区实行限流，增幅应该比
较平稳。

平遥古城景区管理有限公司票务中心
主任郝晓团分析说，除景区限流外，由于部
分高校学生放不了 8天假，因此减少了一些
游客数量。另外，山西省下半年百余家景区
在工作日对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平遥古城
在长假期间将正常收费，可能会形成“平时
热、节假日小冷”的情况。

长假旅游关键词：短途、定制、自驾
专家预测，除少数热点区域和城市外，

长假中，短途游、私家定制小团游、自驾游将
为主要方式。

——短途乡村游、民宿游受追捧。上海
隐居集团下的杨家堂乡宿，位于浙江省松阳
县的中国传统村落杨家堂村，共有 14间房，
能住32人。经营者萧芳告诉记者，今年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的预订情况好于去年同期。
10 月 2 日至 6 日的房间已被订满，房价为
1180 元至 3280 元一晚，比去年同期上涨
30%。“比预期的情况好，游客都是浙江本地
和上海人。”她说。

途家民宿的预订数据显示，预计全国范
围内民宿预订量将恢复到去年同期的 80%
左右。受疫情影响，人们出游更注重安全性

和私密性，独栋、适合亲子出游的乡村民宿
房源预订增加显著。疫情前，民宿客人以各
地游客为主，疫情后更多承接本地客源，目
前单价比去年同期上涨约60%。

——“私家定制团”更受欢迎。冯若宾介
绍，跟团游以小团为主，每团最多20人。从相
关数据看，近半数客人倾向于“不与陌生人拼
团”，选择和熟悉的亲朋好友组成专属“私家
团”。今年的“私家团”、私人定制多于往年，双
节假期私家团占整体跟团游的70%以上。

携程自营跟团游数据显示，目前国庆私
家团预订人数同比增长122%。

西安市民王华报了私家团去丽江旅游，一
家8人成团游玩6天。王华说，虽然价格有点
小贵，但吃住行都相对独立，更加安全有保障。

——自驾游成出游主要方式之一。据
文旅部介绍，此次长假选择自驾出游的比例
有望达到 60%以上，青海、新疆、西藏、内蒙
古、云南等地成为自驾游热点目的地。

根据携程的统计，“大西北游”国庆热度
暴增 475%。携程集团公共事务高级经理孙
为立说，携程租车数据显示，目前国庆订单
中，有超过 50%的用户首次使用携程租车。
大量新用户的涌入，使得国庆租车的预订量
暴增。

途牛旅游网国庆预订数据显示，截至 9
月 14日，8天以上的长线中，西北、西南方向
是热销线路。

太原市民张鹏准备假期去趟西藏，他们
一行 12 人，开 3 辆车赴西藏自驾游。张鹏
说，好不容易赶上这个长假，早早就进行了
策划，住宿、车辆提前一个月预订，对这次出
行非常期待。

无预约不出游，景区需加强精细化管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2日发布《2020

年国庆中秋假期旅行卫生重点提示》指出，
目前我国境内各地均为新冠肺炎疫情的低
风险地区，可以正常旅行。

“无预约不出游”是当前旅游的基本原
则。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通知，要求景区接
待游客量不超过最大承载量的 75%，各地
要按照“能约尽约”的原则，推动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和重点4A级旅游景区严格落实
分时预约制度，切实提升旅游景区服务管
理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网上预约还不够顺
畅，不便于游客安排出行。26日，记者在微
信公众号“贵州预约旅游”上发现，31家景区
中 29家显示“已约满”，但记者致电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青岩古镇，工作人员说没有约
满，预约平台已转至“一码游贵州”。随后记
者发现，只能预约近5日内的。

还有一些知名景区开放预约时间晚。
比如山东蓬莱阁 27 日还不能预订假期的
票。还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的热门景区
在网络预订中还产生了“黄牛”。

业内专家表示，疫情倒逼旅游业推行预
约制，各景区还需进一步完善预约机制，通
过更多渠道、更多方式满足游客需求。

针对此前出现的游客在景区入口、热门
景点扎堆等现象，多位旅游从业者表示，预
约制有效控制了景区游客总量，但景区要进
一步提高服务水平，利用大数据实现更加精
细化管理，在保障旅行安全的同时也提升游
客旅行体验。为此，不少景区提前制定预
案，采取网上分时预约、关键节点及时疏导
分流等办法提升游客满意度。

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提醒游客，遵守景
区预约、限流等规定，合理规划出游线路。
出游要做好个人防护，不扎堆、不聚集。

长假将至旅游市场将迎来哪些变化

□记者 贾立君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

区某中学49名学生家长，不久前被假
“班主任”在微信群里骗走 9800 元。
警方提醒，一些骗子盯上了学校班级
微信群，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受骗。

鄂尔多斯市公安局东胜区公安
分局查明，今年9月8日9时30分，骗
子通过木马病毒盗取了东胜区某中
学一名学生的手机信息后，扫码进入
班级微信群，并迅速修改成班主任老
师的昵称和头像在群内发布通知，让
家长们以红包形式每人缴纳200元学
习资料费。到当日 11 时 30 分，陆续
有 49名家长在该微信群以发红包形

式缴费。期间，又有 5名陌生人员混
入微信群，快速领取了共计9800元的
红包。得逞后，骗子全部退群。

当时，正值上课或上班时间，多
数人都没有细看群内消息。第二天，
有家长发现前一天下午自己发的红
包一直未被领取，于是致电班主任老
师，才发现被骗的事实。

为此，东胜区公安分局提醒大
家，班主任在建班级微信群时，应当
设置验证码，以防外人进入，做好班
级群的管理。家长们发现收费信息
时，最好核实无误后再操作。如遇诈
骗，保存好相关证据，及时报警。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学生家长谨防假“班主任”骗钱

新华社呼和浩特 9 月 27 日电
（记者丁铭 恩浩） 27 日，位于内蒙
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的
兴安盟袁隆平院士工作站盐碱地水
稻基地传来好消息，经测产评估，
耐盐碱水稻 （海水稻） 平均亩产稻
谷再破千斤。

由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江西省农科院、湖南省水稻研
究所、湖南农业大学、武汉大学、河北
工程大学农学院、河北省邯郸市永年
区农业农村局土肥站、兴安盟农业技
术推广站的9位专家组成的测产专家
组，对 3块测产田块的耐盐碱水稻进
行取样收割。经过专家测评，在 PH
值8.8至9.2、盐度含量在5‰至6‰的
土地上，耐盐碱水稻平均亩产稻谷达
533.95公斤。

袁隆平院士通过视频与测产现
场远程连线，听取测产结果并致辞。
袁隆平表示：“今天测产结果超过530
公斤，我很高兴！兴安盟地处北纬46
度，在这里取得成功，将为黑龙江、吉
林、新疆等省区的耐盐碱水稻种植研

究提供借鉴意义。我认为，在中国实
现耐盐碱水稻种植 1亿亩的目标，前
景很美好！”

兴安盟农牧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徐兴健表示，今年兴安盟袁隆平院士
工作站在去年试验种植的基础上从
品种选育方面进行了优化，在保证高
产的基础上力争提升品质。“此外，今
年我们为农田注入了信息化元素，实
现了水稻全生育期定位监测，为优质
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进一步发展提供
数据支撑。”徐兴健说。

兴安盟属于大兴安岭南麓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2018 年 10 月，袁隆
平院士工作站在兴安盟揭牌。2019
年 9 月，内蒙古兴安盟 960 亩盐碱地
水稻基地完成试种测产，平均亩产达
508.8 公斤。今年，该基地耐盐碱水
稻试验种植面积扩大到近1800亩。

据了解，该基地耐盐碱水稻连续
两年亩产破千斤，不仅为兴安盟盐碱
中低产田提升为中高产田注入希望，
更为我国同等条件下的盐碱地水稻
种植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国研制最大直径盾构机在长沙下线

兴安盟海水稻亩产稻谷再破千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