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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成燕）在互联网经济
时代，居民过年消费方式有哪些新变
化？省商务厅发布的最新数据分析显
示，“互联网+”正在与多个领域深度融
合，助推春节消费升级。

“互联网+美食”效应显著。随着
“互联网+”与餐饮的深度融合，网上餐
饮服务蓬勃兴起，人们纷纷通过网络、
微信平台团购订餐，选购年夜饭等。省
时、便捷、个性化的网上餐饮服务，成为
拉动餐饮业发展的新兴增长点。

“互联网+旅游+文化”备受欢迎。
春节期间，“新浪微博”和“一直播”平台
上进行“且看王谢堂前燕——网络直播
宫廷文物珍宝展”直播，这批故宫划拨
文物以佛教造像、法器和富丽堂皇的
家具陈设为主，让公众方便看展的同
时，也增添祥和的节日氛围；到龙门石
窟的游客纷纷拿出手机扫描“诗歌龙

门”二维码，与古人对话，在优美的诗
词中感受龙门山色的诗情画意；天堂
明堂的“探秘神都”AR手机 APP，让历
史人物走近眼前。洛邑古城上线了

“刷脸入园”“无人”超市，不再因忘带
身份证无法入园而烦恼。“互联网+旅
游+文化”在给游客带来便捷服务的同
时，增强了游客体验，让游客感受到了
河南丰厚的历史文化和山水风光。

“互联网+电影”销售火爆。目前，
网络选座购票成为市民主要购票方
式。据了解，春节期间，我省市民网购
电影票占电影票总销售额 90%以上。

“互联网+支付”成为重要手段。春
节黄金周期间，全省不少商场、超市，通
过支付宝、微信、手机 Q 支付等新型支
付方式，充分融入现代商业理念和科技
元素，打造出全新的营销模式，起到很
好的营销效果。

“互联网+”助推假日消费升级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同程艺龙与同
程国旅联合发布的《春节黄金周居民出行及
旅游消费盘点》显示，春节黄金周期间的交通
和住宿需求呈现显著的升级趋势和多元化趋
势，主要表现为民航旅客发送量的持续高增
长，以及非标准住宿需求的大幅增长。

数据显示，飞机已成为人们春节长途旅
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其次是高铁，巴士已成
为短途出行或出游的选择。春节住宿方面，
星级酒店、中档酒店的需求占比有所上升，
客栈、民宿、度假公寓等非标住宿需求比例的
上升充分表明了居民春节出行消费的多元化
趋势。

数据显示，春节黄金周前半程主要以北

京、上海、杭州、广州、深圳、苏州、南京等东部
一线、二线城市到中西部地区的机票和火车
票最为紧俏，高峰时段机票平均票价在 900
元以上；春节黄金周后半程的返程高峰时段，
则以成都、西安、重庆、郑州等中西部城市到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天津等地的机
票和火车票最为紧俏，返程机票平均票价在
1100元以上，热门线路一票难求。

在旅途中寻找“新年味”，年俗文化驱动
春节旅游消费。同程国旅春节旅游度假大数
据分析认为，旅游已成为国人过年的新“年
俗”，寻找和体验传统“年味”已经成为驱动春
节旅游市场的核心动能，旅游产品也成为很
多家庭的必备“年货”。

春节假期

全省高速公路出口
车流量近1400万辆

本报讯（记者 王译博 通讯员 杨军政）昨日，记者从
省高速交警总队获悉，春节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
车流量达到 1389.6 万辆，日均出口车流量 198.5 万辆。
根据预测，节后几天全省还会出现一个返程小高峰。

受旅游、探亲以及小车免通行费政策叠加影响，
2019年春节假期期间，河南省高速公路网交通流量持续
增长。昨日，省高速交警发布的最新数字显示，全省高速
公路出口车流量达到 1389.6 万辆，日均出口车流量
198.5万辆。

据悉，假期期间，按照公安部和省厅统一部署，全省
高速交警共出动警力 10000余人次，警车 1400余台次，
昼夜坚守在高速公路上，查处各类交通违法 21000 余
起，接到群众举报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车辆 2000余台次，
确保了全省高速公路总体平稳有序。

据省高速交警总队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预测，2月
20日正月十六将迎来务工返城和学生返校高峰，请合理
规划返程路线。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通讯员 刘瑞 文/图）春节假期，
郑州绿博园景区不仅精心准备了富有节日气氛的民俗展
览、百合花展、各色美食，还推出了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民
俗活动，为广大游客营造浓浓年味儿。

民间艺术表演、迎春大型花灯展、非遗表演、三大民
俗展览、美食天地、游乐天地、百合花海等，组成了“赏、
玩、吃、行、游”一条龙服务的综合年味体验，为游客奉上
了民俗文化大餐，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浓厚的文化气息和
节日氛围。

春节假期虽已过，但绿博园景区的民间艺术表演、温
室百合花展、中原葫芦艺术展、洛阳刺绣艺术展、豫陕面
花展、大型花灯展将一直持续至正月十六。

全市交通系统运送
旅客超过千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黄永东 通讯员 董万胜）记者昨日从市

交通运输局获悉，春节7天假期，交通系统共完成旅客发
送1019.08万人次，同比下降2.4%。

其中，道路客运完成旅客发送 72.21万人次，同比下
降19.3%；城市公共交通完成旅客发送709.99万人次，同
比下降 0.1%，其中地面公交运送乘客 500.69万人次，同
比下降 3.5%，轨道交通运送乘客 209.30万人次，同比上
升5.5%；巡游出租车完成旅客发送98.59万人次，同比下
降4.4%；铁路客运完成旅客发送80.04万人次，同比上升
1.5%；民航完成旅客发送58.25万人次，同比上升3.9%。

截至 2月 10日，春运已进行了 21天。21天时间内，
全市交通系统共完成旅客发送 6230.94万人次，同比增
长 2.7%。其中，道路客运完成旅客发送 350.04万人次，
同比下降 12.1%；城市公共交通完成旅客发送 4688.13
万人次，同比上升3.6%；巡游出租车完成旅客发送700.1
万人次，同比上升 3.2%；铁路客运完成旅客发送 314.51
万人次，同比上升 7.4%；民航完成旅客发送 178.16万人
次，同比上升4.8%。

本报讯（记者 成燕）昨日，支付宝
发布的春节期间境外移动支付数据结
果显示，三四线城市人均境外支付宝消
费增长速度超过北上广，同时，“60后”
群体在境外使用支付宝的人数增长 1.3
倍，逐渐和年轻人一样有了“不带钱包”
游全球的习惯。

支付宝数据显示，尽管上海、北京、
广州、深圳是春节境外消费最多的城

市，但三四线城市居民在春节出境游消
费数据也相当引人注目，境外移动支付
正在向下沉渠道拓展。春节期间，全国
人均境外消费增长最快的城市是舟山，
增长 55％；其次是潍坊，增长近 50%；
增幅40%以上的其他三个城市分别是：
连云港、金华、吉林市，明显超过北上
广。北京、上海、广州三个一线城市的
境外人均消费增长率分别是 27％、

30％和 24％。同时，中老年人也正成
为出境游的主力人群，其中，“60后”境
外游消费人数增长最多，比去年同期增
长近130%。

据支付宝国际事业部负责人介绍，
如今，全球迎来了移动支付热潮，支
付宝已覆盖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春节期间，全球 100 个商圈还率先
成为中国游客的“不带钱包”出游目
的地。春节前夕，尼尔森联合支付宝
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出境游客使用
移动支付的交易笔数份额为 32%，首
次超过现金支付。同时，近七成中国
游客到境外都已使用过手机付款。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秦云霞 文/图）春节以来，
以“喜迎新春·灯耀园博”为主题的新春灯会和新春文化
节系列文化活动每天都在郑州园博园举行，为市民奉上
一场文化传承与娱乐休闲融合的新春盛宴，吸引众多游
客前来品味郑州浓郁的年味儿。

据了解，郑州园博园新春灯会规模宏大，布置大型灯
组17组、中型灯组16组、小型灯组15组，串联灯组20余
组，为游客开启了奇妙无比、色彩绚丽、群星闪烁的彩灯
之旅。春节期间，民俗文化展演、特色文化演绎、街头文
化演艺、民间非遗展演等四大主题活动轮番登场，每天
30多场演出让市民群众大呼过瘾。

虽然春节长假已结束，但是郑州园博园新春文化活动
还将持续到2月24日（农历正月二十），春节期间没来得及
游玩的市民，趁周末还可到园博园赏花灯、尝美食、看演出，
品年味儿。

园博园新春灯会
持续至正月二十

今年春节，记者和家人一起到成
都、重庆过年，感受最深的除了这里大
红灯笼满街挂的节日氛围，还有大街小
巷不断传来的乡音，让异地他乡也有了
在家过年的感觉。

“昨儿开了大半天的车，瞌睡哩
慌。”大年三十，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外排起了长队，天南海北的游人中有
不少是自驾到这儿的河南人。

“家里边冷得慌，这几年春节都是
在南边过。”和我们一起前后排队的是
平顶山的一家三口，说起在外过节的感
受，他们异口同声说道。

“前年是海南，去年是云南，今年是
四川，现在条件都好了，在家木意思，还

是出来转转得劲。”
在成都街头，豫字牌照的汽车随

处可见，在成都东站同样有不少坐着
高铁来成都过“火锅年”的河南人。

“这几天，我在火车站可拉了不少从
你们郑州，还有洛阳过来的客人，说起来，
我们还是老乡。”从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出来打车到武侯祠，一上车，司机师傅听
着我们的对话，便搭话套近乎。

司机师傅姓王，是四川绵阳人，但
媳妇却是地地道道的河南灵宝人。“前
几年，没有开通高铁，婆娘难得回娘家
一次，前年高铁一通，她有时周末拎着
包就回了，真是太方便。”一路上，王师
傅像自家人一样不停介绍着成都当地

的景点和小吃，临下车，还留下电话，加
了微信，表示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打电话
给他。

从成都到重庆，同样是处处乡音。
在宾馆办理入住手续，看到身份证上“郑
州”字样，前台小姑娘便直接操起家乡话
给我们办手续。

小姑娘姓孙，郑州人，2008年从四川
大学毕业后，便随男朋友来到重庆，工作
几年成家生子后，便开始自己创业，在洪
崖洞附近开了家民宿酒店。

“木事儿”“真中”……不管是在人潮
如涌的解放碑还是在古朴雅致的磁器
口，乡音丝丝入耳，处处皆留乡愁，让陌
生城市变得异常熟悉和热闹。

嵩山景区接待
游客3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成燕 李晓光）春节长假期间，嵩山
景区全面加强安全保障措施，完善服务配套设施，强化
服务质量提升，为游客创造了安全、便捷、舒适的游览
环境，全面实现假日“旅游零投诉、交通零拥堵”工作目
标。据统计，嵩山景区春节假期共接待中外游客30万
人次。

据统计，春节期间，嵩山景区 90%的游客为自驾
自助游群体，而家庭出游更是占到 80%以上，游客大
多来自河南、山东、河北、江苏、陕西、北京、浙江、湖北、
山西、安徽等 500公里范围内周边省份。从国际市场
来看，少林品牌影响力辐射全球，假日期间共接待来自
亚洲、欧洲、非洲等地的外宾5万余人。

春节期间，嵩山景区协调公安、交警、特警、交通、运
管、旅游、工商、医院等500余名执法执勤人员及1000余
名游客志愿者，景区内600余名工作人员，共计2000名
工作人员，在景区沿途及重要路段安排得力人员，疏导
交通，管理秩序，维护游客权益，保障游客安全。

“年味”文化成春节消费核心驱动力

中牟旅游景区
迎客逾36万人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 通讯员 张效强 许丽萍）记
者昨日获悉，春节假期，中牟县各旅游景区（点）共接待
游客36.86万人次。

文旅融合丰富产品供给。春节假日期间，中牟各
旅游景区（点）围绕“春节”主题，推出了一系列丰富的
主题活动，方特欢乐世界和方特梦幻王国精彩继续，赏
花灯、品美食、看演出，和“熊出没”家族一起回家过年，
乐享别样的“方特中国年”。在优质旅游与文旅融合加
速推进的当下，各旅游景区有效结合景区特色和消费
需求，进一步增加文化、休闲含量，提高创意水平，满足
了游客多样化、个性化、体验性需求。

全域联动乡村释放活力。春节期间，中牟乡村旅
游持续发力，雁鸣蟹岛滑雪场多样的雪上娱乐器材、
200米长的七彩滑道、雪地碰碰球、急滑滑雪圈让游客
释放压力和激情，感受冰雪的独特魅力。沙窝“亲子大
妙会”更是为春节增加新的色彩，数千个火烈鸟藏在树
林里、沙丘上，风情民俗财神秀，超级游戏大乐透为孩
子们提供一个最喜欢的嘉年华。弘亿国际庄园推出动
物科普展、花卉科普展、草莓文化展系列活动，成就别
样的亲子时光。自驾游、亲子游、近郊游，看田园新风
貌、品乡村“土”特色成了春节假期中牟旅游的另一道
靓丽风景线。

旅程处处闻乡音
本报记者 覃岩峰

绿博园民俗活动
精彩纷呈年味浓

人均境外在线支付
三四线城市增速快

春节期间我省主要
食品价格运行平稳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日，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

到，春节期间我省与民生相关的主要商品市场供应充
足，价格整体稳定，没有出现异常波动。主要表现在蔬
菜因节日因素、雨雪天气等影响，供应品种和数量明显
减少，价格出现一定幅度上涨，生猪、肉蛋类价格小幅
波动，主要商品及服务价格保持稳定。

据监测，2月 10日，小麦、玉米、标准粉、特一粉、粳
米、挂面全省平均价格每500克分别为1.17元、0.92元、
1.91元、2.18元、2.76元、3.33元，与节前（2月1日）比基
本持平；同日，一级5升桶装纯正花生油、菜籽油、大豆
油、食用调和油全省平均价格依次为134.97元、74.9元、
60.41元、67.66元，与节前基本持平。

受气温骤降大雪天气影响，主要蔬菜价格普遍上
涨。其中，大白菜、上海青、青椒、黄瓜、西红柿、白萝
卜、茄子、大蒜、芹菜、胡萝卜、土豆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 克分别为 0.62 元、3.76 元、4.67 元、5.76 元、5.19
元、0.79元、4.82元、2.95元、2.24元、2.08元、2.30元，
与节前比，依次上涨 14.81%、8.05%、6.14%、4.35%、
9.73% 、31.67% 、2.12% 、2.79% 、7.18% 、12.43% 、
5.02%。

肉蛋类价格小幅波动。其中，鸡蛋全省平均价格
每 500克为 4.48元，比节前回落 0.67%；猪肉精瘦肉、
五花肉、牛肉、羊肉、鸡肉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克分别
为 13.19元、11.13元、30.29元、35.79元、7.62元，与节
前比小幅波动；带鱼、草鱼、鲤鱼全省平均价格每 500
克分别为 12.63元、8.21元、7.15元，与节前比，分别上
涨2.93%、1.73%、1.42%。

陇海大院好邻居
欢欢喜喜过大年

正月初四上午，二七区
陇海大院的邻居们陆陆续续
带着新年礼物和新春祝福，
汇聚在高新海的家里，在欢
声笑语中，与他一起欢乐过
大年，共同感受邻里间无价
的亲情。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