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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春节钱花哪？黄金周零售、餐饮破万亿元
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刚
刚过去的猪年春节“黄金周”，消
费亮点多多。据商务部10日发布
的数据，春节期间，全国零售和餐
饮企业销售额超过1万亿元，网络
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
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正月
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
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5%。

社会广角

“火星合月”
11 日上演
“星月童话”
扮靓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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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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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商务
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间，传统年
货、绿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
码产品、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
持较快增长。安徽、云南重点监
测企业家电销售额增长 15%左
右，河北保定、湖北潜江重点监测
企业绿色有机食品销售额同比分
别增长40%和18.6%。集购物、餐
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
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态受到消
费者青睐。各大电商平台坚持春

节不打烊，让消费者在节日期间
也能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某
电商平台春节期间销售额同比增
长40%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夜
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节餐饮
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饮受
到青睐。据商务部监测，各地餐
饮企业年夜饭预订火爆，江苏扬
州重点餐饮企业预订年夜饭4000
余桌，近4万人除夕夜“下馆子”。
春节期间，北京重点监测餐饮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0%以上。许
多餐饮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成品
及半成品年夜饭外卖、厨师上门
制作年夜饭等服务，某外卖平台
年夜饭订单量同比增长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闲旅
游、观影观展、民俗活动等体验式
消费越来越受到欢迎。假期前六
天，三亚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80
万人次；内蒙古接待游客476.2万
人次，同比增长14.6%。全国电影
票房超过50亿元，一大批国产电

影叫好又叫座。故宫博物院举办
“紫禁城里过大年”活动，节日期间
共接待游客近50万人次。北京地
坛、龙潭两大庙会日均接待游客28
万人次，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
会日均接待游客超过20万人次。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示，节
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平
稳。36个大中城市大米、面粉价
格均与节前一周持平，蔬菜价格
有所上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
格比节前上涨4.4%。

2019 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 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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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建春节长假旅游
“吸金”
超 211 亿元

用 QQ 诈骗 96 万
沈阳破获电信诈骗案

骗子冒充领导在QQ上发出
指令，沈阳一职员被电信诈骗96
万元。记者从沈阳市公安局了
解到，近日，沈阳警方经过连续
侦查追踪，先后辗转广东、湖南
两省多地，行程6000余公里，成
功破获一起电信诈骗案，抓获犯
罪嫌疑人9名，冻结追缴涉案资
金60余万元。
2018年 12月 6日,沈阳市公
安局和平分局接到被害人报警：
在沈阳市和平区某贸易公司工
作的商某，收到“公司领导”的
QQ消息,以让商某返还保证金
的名义向对方提供的银行卡转
账,商某先后向对方转账 20次，
被骗金额达96万元。
经缜密侦查，警方于2018年
12月22日在中山市成功抓获郑
某某（男，39岁，广东省中山市
人），同时全面查清了该团伙人
员构成、诈骗作案手段和转移赃
款的上下线。
目前，郑某某等9名犯罪嫌
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沈阳市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
一步办理中。
（新华）

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将于 2 月 14－15 日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
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将于2月14日至
15日在北京，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
长姆努钦举行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双
方将在不久前华盛顿磋商基础上，就共同关注问
题进一步深入讨论。美方工作团队将于2月11
日提前抵京。
（新华）
检察机关办理非法集资犯罪
案件数量逐年上升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从最高人民检

察院获悉，2016年至2018年，全国检察机关办理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的案件数量呈
逐年上升态势。其中2018年，起诉涉嫌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犯罪案件被告人15302人，起诉涉嫌集
资诈骗犯罪案件被告人1962人。
据了解，全国检察机关坚决贯彻党中央重大
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参加互
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和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
动，不断加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
非法集资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办理涉嫌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犯罪案件，2016年起诉14745人，2017
年起诉15282人，2018年起诉15302人；办理涉嫌
集资诈骗犯罪案件，2016年起诉1661人，2017年
起诉1862人，2018年起诉1962人。
据介绍，近年来全国各级检察机关着力办理
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非法集
资犯罪案件督办指导，及时研究制定相关司法解
释性质文件和规范性文件，完善专业化办案机
制，加强以案释法做好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加强
协作配合、形成打击合力。

持续雨雪天气
将影响假日返程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 记者从中央气象台

陕西为适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送教上门

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近日
出台意见，将为义务教育阶段适
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
切实保障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
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进一步
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
据介绍，送教上门是保障不
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
少年义务教育的重要举措。送教
上门的对象为不能到学校就读、
年龄在6—15周岁的义务教育阶
段适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
各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
根据残联提供的未入学适龄残
疾儿童少年情况和家访情况，对
不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做出送教上门的教育
安置方式，并征求家长意见。
县（区）教育行政部门应根
据送教上门对象常住地，就近指
定乡镇中心学校或特殊教育学
校承担送教上门任务，避免出现
送教对象与送教学校距离过远
的问题。
（新华）

国内视窗

2月10日，游客在福州三坊七巷游玩。当日是春节长假最后一天。福建省各主要旅游景区游客仍络绎不绝。今年福建省文旅厅全力打
响“全福游、有全福”品牌，推出各种迎新祈福、民俗节庆和文体活动。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全省累计接待游客2638.6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11.57亿元。
（新华）

获悉，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10日
（初六），大范围雨雪天气仍将持续，可能会影响
公众假期返程。
中央气象台预计，10日，陕西东南部、川西高
原、华北南部、黄淮中西部、江淮、江汉、湖南西北
部、贵州东北部等地有小到中雪或雨转雪（雨夹
雪），部分地区有大雪；贵州东部等地局地有冻
雨；11日雨雪天气有所减弱。未来一周左右，江
南、华南、重庆、贵州等地持续性阴雨，雨量以小
到中雨为主，江南南部、华南西部等地局部有大
雨。
此前，青海东部、甘肃南部、陕西中部、山西
南部、河南西部和北部降小到中雪，陕西中部、山
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大雪；西藏南部降中到大
雪；安徽中南部、湖北东部、江西西北部、湖南东
北部等地部分地区降雪（雨）或雨夹雪。
气象专家提醒，持续性雨雪天气将对春运返
程造成较大影响，请公众及时关注所乘航班和车
次信息；自驾返程应关注交通和气象部门发布的
最新信息，提前规划路线，行车注意路面积雪和
结冰，谨慎驾驶。

两高司法解释明确非法买卖外汇认定标准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
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
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
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规定实施倒买倒卖外汇或者
变相买卖外汇等非法买卖外汇行
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
的，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实
践中，地下钱庄非法买卖外汇主
要有较为传统的以境内直接交易

形式实施的倒买倒卖外汇行为和
当前常见的以境内外“对敲”方式
进行资金跨国（境）兑付的变相买
卖外汇行为。倒买倒卖外汇，是
指不法分子在国内外汇黑市进行
低买高卖，从中赚取汇率差价。
此类钱庄俗称为“换汇黄牛”。变
相买卖外汇，是指在形式上进行
的不是人民币和外汇之间的直接
买卖，而采取以外汇偿还人民币
或以人民币偿还外汇、以外汇和
人民币互换实现货币价值转换的
行为。资金跨国（境）兑付是一种

典型的变相买卖外汇行为。跨国
（境）兑付型地下钱庄，不法分子
与境外人员、企业、机构相勾结，
或利用开立在境外的银行账户，
协助他人进行跨境汇款、转移资
金活动。这类地下钱庄又被称为
跨国（境）兑付型地下钱庄，即资
金在境内外实行单向循环，没有
发生物理流动，通常以对账的形
式来实现“两地平衡”。现在多数
地下钱庄的主要业务是资金跨国
（境）兑付，导致巨额资本外流，社
会危害性巨大，属重点打击对象。

根据解释，非法从事资金支
付结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
为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五百万元以
上的；（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
元以上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
算业务或者非法买卖外汇，具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非
法经营行为“情节特别严重”：
（一）非法经营数额在二千五百万
元以上的；（二）违法所得数额在
五十万元以上的。

民俗专家：
正月初七
“人的生日”源于女娲创世神话
新华社天津 2月 10日电 11
日，正月初七。民俗专家表示，这
一天是“人胜节”，中国古代传说
中的人的生日，也称人日、人庆、
七元等。
天津市民俗专家由国庆介绍
说，“ 人胜节”来源于中国的创世
神话。民间传说，过去人和动物
不分彼此，大家都有自己的生
日。女娲创世，在七天内每天造

出一种生物，前六天诞生了鸡、
犬、豕（猪）、羊、牛、马，直到第七
天才出现了人。因此，古人将农
历正月初一视为鸡的生日，初二
是狗的生日，以此顺序，初七是人
的生日。后来，在民间还出现补
充说法，初八为谷日，初九为天
日，初十为地日。
人日这一天的民俗活动较早
出现在古人的占卜生活中。自汉

魏以来，人们在人日的活动已逐
渐走出单一的占卜求吉，不断扩
展涉及祭祀、庆祝、文化、服饰、出
游、饮食等多层面多领域，可谓丰
富多彩，并久而久之形成风习，如
食七宝羹、戴胜、登高等。“这些习
俗蕴含了古人的美好愿望，其中
有些习俗对后世仍有深远影响。”
由国庆说。
由国庆表示，随着时代的发

展，现代人对人日的风俗越来越
陌生了，相关的节庆活动也几近
消逝，但是这个古老节日的相关
文化和积淀却存在下来。令人欣
慰的是，人日的相关节庆活动在
当下的成都得到了很好的承袭，
市民在正月初七游杜甫草堂凭吊
诗圣，吟唱诗歌，赏梅祈福，庆贺
人日。这也成为当地重要的年俗
之一。

▲山东蓬莱：秧歌民俗拜大年 2月10
日，艺人在宝龙海上仙街广场表演秧歌。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六，山东省蓬莱市第三届
“鼓乐欢歌 仙境秧歌拜大年”活动正式启动，来
自各街道的民间艺人身着各色服饰，为广大市民
表演威风锣鼓、花轿、舞狮、跑旱船、扭秧歌等传
统民俗节目，送上新春祝福。
（新华）

我国科研人员找到生物材料形态变化的
“控制键”
新华社深圳2月10日电 手指
轻轻触碰，叶子迅速闭合起来
——含羞草的特性启发了科研人
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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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是

被国际权威期刊《Science》纳入合
作计划的刊物之一，是中国科协
与《Science》主办方——美国科学
促进会合办的权威学术期刊。
如何让生物材料的外形根据
人们的需求发生变化，制造出更
适合医学应用的材料，这是长期
困扰科研人员的难题。
论文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杜
学敏告诉记者，从海带中提取的

海藻酸钠可以形成一种柔软的水
凝胶，其力学和生物特性都与人
的软体组织类似。但是，这种水
凝胶缺乏形态变化的能力，难以
成为人工器官的材料。
含羞草给了科研人员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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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
程学院教授张利东表示，这项仿
生设计为解决传统生物材料的形
态变化提供了普适性方法，有望
拓展部分生物材料在再生医学、
柔体机器人等领域的应用范围。

▲贵州剑河：趣味民俗闹新春 2月9
日，在柳寨村北西苗寨，村民在参加蒙眼摸鸭活
动。当日是大年初五，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剑河县南寨镇柳寨村北西苗寨的苗族群众
欢聚一堂，在蒙眼摸鸭、传统木板车体验、犁田捉
鱼、比赛背媳妇等民俗活动中欢度新春佳节。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