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32021年5月3日 星期一 责编 朱文 校对 曾艳芳 电话 56568175 E－mail:zzrbty＠163.com 综合新闻

大众出游意愿强烈

故宫博物院 5月 1日至 5日的门票全
部售罄；5 月 2 日、3 日，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陕西历史博物馆等热门景区，以及
《长恨歌》《西安千古情》等旅游演艺均已
预订满……这个五一假期，大众出游意愿
强烈。

5月 1日下午，沈阳游客魏芳冰一到
西安，就迫不及待来到城墙景区，开启了
她的“西安历史文化之旅”，为此她还专门
穿上了汉服。魏芳冰告诉记者，景区内画
花钿、飞花令、趣味问答等互动体验活动
让她很惊喜，“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穿的是
魏晋风格的汉服，特地给我画了风格匹配
的花钿”。

高先生一家四口专门从河北唐山来
到四川游玩，并且还计划去重庆，“川渝两
地旅游资源很丰富，可玩可看的点很多，
早就想来了”。

随着三星堆遗址走红，人文考古游渐
成风潮。飞猪平台上，四川广汉三星堆博
物馆、上海科技馆等搜索热度较高。5月 1
日，上海科技馆接待游客 2.55 万人次；截
至 5月 1日 16时，三星堆博物馆五一假期
首日接待游客超过 15000 人次，5月 2日
至5日网络预约门票已近3万张。

红色旅游也在五一假期迎来高峰。5
月1日7时，一列满载游客的“东方红号”旅
游列车从陕西省安康市始发，于当日14时
31分到达延安。“东方红号”旅游列车以“革
命圣地延安红色大讲堂，移动的爱国教育”
为主题，让旅客走进车厢就仿佛踏上陕北红色土地。

各项措施确保安全有序

为了避免人流拥堵、加强疫情防控，一些景区纷纷采
取线上购票、分时预约、错峰限流、延长参观时间等方式，
优化游客游览体验。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八达岭长城景区严格执行全
网络实名制预约售票和游客流量限制，按照单日游客最
大承载量的 75％开放预约售票。八达岭长城还在 4月
30日至 5月 4日期间 19时 30分至 21时 30分的时段开
放夜游。景区设有 3处免费客运接驳站，利用客运大巴
在停车场和核心景区之间免费往返运送游客。

根据四川省内和周边省市的游客多数选择自驾游的
特征，乐山大佛景区在五一期间开放景区单位停车场，新
增停车位 2500个，假日期间景区停车位总数达到 7500
个。记者看到，为解决游客排队体验差的问题，景区增设
了多个临时遮阳（雨）设施以及临时休息区。

“为了让游客有更好的游览体验，五一期间三星堆博
物馆暂停销售讲解票，将为游客提供定时免费讲解服
务。”三星堆博物馆文化产业部部长林维说。

“看媒体报道，三星堆的文物非常有特色。百闻不如
一见，趁着自己和孩子都放假，赶紧带孩子来看看。”来自
重庆的周扬一家三口虽然在路上经历了堵车，但还是觉
得这趟旅行挺有收获，“因为在网上提前预约了参观时
段，所以参观体验还可以，没有感到过于拥挤。”

旅游市场何去何从？

五一假期国内游“井喷式”发展，得益于国内疫情防
控形势平稳，更重要的是人们生活水平提升，出游热情高
涨。陕西省旅行社协会常务副会长王安仁表示，未来，旅
游市场将进一步精细化、品质化发展趋势明显。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经过本世纪前二十
年国内旅游市场的高速增长和出境旅游的品质体验，基
本上解决了旅游消费“有没有”“缺不缺”的问题，现在开
始考虑“好不好”“精不精”的课题。

五一假期，长江首部漂移式多维体验剧《知音号》开
放双场演出，来观演的游客热情很高。这处“城市新地
标”注重打造文创 IP，契合当下年轻人的“新玩法”。比
如，让100年前的经典饮品“和利汽水”重出江湖；正剧衍
生出 IP形象与文创产品，萌娃系列、人鱼系列、猫系列让
人爱不释手；根据黄鹤楼、武汉长江大桥等设计的“城市
轮廓”拼装积木、冰箱贴等也受到青睐。

“过去市民、游客在城墙只是单纯走一走、看一看，
而近年来城墙景区不仅有多种互动体验活动和文创产
品，还在做好文物保护基础上，将城墙上的部分敌楼打造
成书吧、艺术中心等，多角度、多途径展现城墙文化，丰
富游客旅游体验。”西安城墙景区新闻发言人丁雯佩说。

林维告诉记者，预计6月中下旬以后，游客来到三星
堆博物馆，可以隔着透明玻璃实时近距离观看文物修复
过程，目前正在做相关准备工作。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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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6万人次！五一假期首
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创新高；多地
热门景区接待量超过2019年同期
水平。这个五一假期，“人从众”场
景再现。

面对大众强烈的出游意愿，各
地围绕运输组织保障、安全应急管
理等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游客热
门目的地旅游体验如何？记者在北
京、武汉、西安等地进行了探访。

（上接一版）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1966 年 ，还 在 上 初 中 的 习 近 平 ，读

到 了 穆 青 等 同 志 采 写 的《县 委 书 记 的 榜
样 ——焦裕禄》。“这件事一直影响着我。直
到我从政，直到我担任县委书记，后来担任
总书记，焦裕禄精神一直是一盏明灯。学习
焦裕禄精神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

2017 年五四前夕，在中国政法大学“不
忘初心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中，习近平总
书记把自己的“偶像”介绍给了青年们。

“焦裕禄同志的事迹归结到一点，就是坚
定跟党走，他一生都在为党分忧、为党添彩。”
习近平总书记说，不忘这个初心，是我国广大
青年的政治选择，也是我国广大青年的人生
航向。

言传身教，不负韶华
以身教者从。习近平总书记结合自己在

成长路上的切身感受赠予青年的人生箴言，
点燃青春激情，唤醒成长渴望。

总 书 记 以 身 作 则 ，倡 导 青 年“ 自 找
苦 吃 ”——

在延安插队时过跳蚤关、饮食关、生活
关、劳动关、思想关。

“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
吃’。”习近平同志常用这句话来自省修身，正
己正人。

梁家河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他干得
最 多 ，每 次 都 是 第 一 个 主 动 跳 下 去 抢 着
干。习近平同志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
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
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
加信赖你。

总书记严以律己，激励青年练就过硬本
领——

勤奋学习是青春远航的动力，增长本领
是青春搏击的能量。

2013 年，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到农村插队后，给自己
定了一个座右铭，先从修身开始。一物不知，

深以为耻，便求知若渴。上山放羊，我揣着
书，把羊拴到山峁上，就开始看书。锄地到田
头，开始休息一会儿时，我就拿出新华字典记
一个字的多种含义，一点一滴积累。我并不
觉得农村 7年时光被荒废了，很多知识的基
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大
家更要把学习、把自身的本领搞好。”

总书记分享心得，指引青年坚定理想信
念——

从青年时期开始，习近平同志就不断接
受马克思主义智慧的滋养。

2018年 5月，在北京大学考察时，面对一
张张朝气蓬勃的面庞，总书记分享了他的读
书心得：“那时候，我读了一些马列著作。15
岁的我已经有了独立思考能力，在读书过程
中通过不断重新审视，达到否定之否定、温故
而知新，慢慢觉得马克思主义确实是真理，中
国共产党领导确实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
择，我们走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实是一条必由
之路。这种通过自己思考、认识得出的结论，

就会坚定不移。”
每每同青年对话，习近平总书记都衷心

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不辱时代使命，不负人民期望。

总书记希望青年教师成为打造中华民族
“梦之队”的筑梦人；鞭策青年官兵“争当训练
尖子、技术能手、精武标兵”；勉励青年劳动者

“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青年一代培养造就成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

今年 4月 19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清华
大学考察，内容涉及美育、创新、体育等多个
方面。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担当。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
梦的指引下，当代青年接过历史的接力棒起
跑、冲刺。向着目标奔跑的国家，尽是青春的
模样。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

习近平与青年的故事

五一当天全国快递
投递量同比增近三成

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 戴小河）国家邮政局监
测数据显示，5月 1日全天，全国邮政快递业共投递快递
包裹 2.6亿件，同比增长近 30％。揽收快递包裹 2.28亿
件，同比增长25％，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

今年以来，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恢复、消费市场
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城市及农村等下沉市场快速增
长，邮政快递业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发展动力活力进一步
增强，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一季度，快递业务量和业务收
入分别完成 219.3 亿件和 2237.7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75％和 45.9％，近两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4.4％和
20.4％。五一假期，消费需求集中释放，带动了快递业务
量高速增长。

为了做好五一假期寄递服务保障工作，国家邮政局
节前下发通知，要求邮政快递企业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安
全生产和寄递服务保障工作，加强人力、物力、运力储备
保障，合理安排生产运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全力满
足人民群众节日期间寄递服务需求。

首季全国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运营效率明显提升

据新华社北京5月2日电（记者 魏玉坤）国家统计局日前发
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
中的成本同比减少1.36元，营业收入利润率为6.64％，同比提高
2.76个百分点，利润率达到历史较高水平。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即年主营业务收入为2000万元及以上
的工业法人单位。

统计显示，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缩小，减亏明
显。3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面为 27.1％，同比缩小 7.3
个百分点。一季度，亏损企业同比减亏32.7％。

据国家统计局工业司高级统计师朱虹介绍，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产成品存货增速回落，库存周转加快。在市场需求回暖、销
售较快增长带动下，企业产成品增速有所回落。3月末，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 8.5％，比 2月末回落 0.1个百
分点；产成品存货周转天数为18.3天，同比减少4.7天，比2月末
减少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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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期间，当大多数
市民享受假期悠闲时光的时
候，仍有众多劳动者在岗位上
辛勤工作，在劳动中度过假
期。昨日，郑报全媒体记者来
到郑州街头、医院、社区、建设
工地、田间地头……拍摄坚守
岗位劳动者的笑脸，记录这道最
美的风景线。

郑报全媒体记者
马健丁友明 徐宗福 周甬 摄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 徐宗福 图）昨日，2021年全国羽毛球
冠军赛暨第十四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资格赛，在郑州奥体中心体
育馆展开了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雷兰曦力克孙飞翔勇夺本
次冠军赛男单冠军，陈雨菲击败韩悦女单封后，任翔宇/梁伟铿和
陈清晨/贾一凡分别夺得男双、女双冠军，鲁恺/覃惠芷则斩获混
双冠军。

本次赛事将全国羽毛球冠军赛团体赛、单项赛以及第十四
届全运会羽毛球项目团体资格赛、单项资格赛这四个赛事结合
为一体，从 4月 9日体能测试开始到 5月 2日各单项赛决赛收
拍，一共持续24天。本次赛事也是郑州市目前承办的最高水平
的全国性羽毛球赛事。

冠军赛男单决赛，湖北的孙飞翔对垒广东的雷兰曦，两人此
前交手互有胜负。双方在前两局战成 1∶1平，决胜局雷兰曦率
先发力，并一鼓作气以 21∶12拿下本局，从而以 2∶1逆转孙飞
翔，勇夺男单冠军。

女单决赛，国羽“一姐”陈雨菲迎战韩悦，作为国家队队友，
双方知己知彼，在此前交手中，陈雨菲战绩优势明显。21∶14、
21∶18，陈雨菲直落两局以2∶0战胜韩悦，本次冠军赛女单封后。

男双决赛，广东的任翔宇/梁伟铿迎战北京的张楠/冯彦哲，
比赛中广东组合更胜一筹以 21∶15、21∶18连下两城，以 2∶0战
胜北京组合，问鼎本次冠军赛男双冠军。

女双决赛，国羽女双第一组合贾一凡/陈清晨迎战黄东萍/谭
宁，两对国家队女双组合展开激战，最终大赛经验和默契度更好的
贾一凡/陈清晨“凡尘组合”笑到了最后，斩获本次冠军赛女双桂冠。

混双决赛，北京的冯彦哲/于小含对垒广西组合鲁恺/覃惠
芷，尽管首局比赛冯彦哲/于小含以 23∶21拿下，但是随后两局
比赛，广西组合则完全掌控了场上的主动权，21∶12、21∶11，鲁
恺/覃惠芷连扳两局，逆转夺得本次冠军赛混双冠军。

全国羽毛球冠军赛
单项赛昨日在郑收拍

中超联赛第三轮

河南嵩山龙门
逼平山东泰山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中超联赛进行第三轮比赛，河
南嵩山龙门迎战劲敌山东泰山。多拉多为河南队先拔头筹，孙
准浩为泰山队扳平比分，最终双方以1∶1握手言和。

本场比赛在大雨中进行。比赛开始后，双方在开场后都没
有创造出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唯一的机会是孙准浩的一脚似
传似射。第 31分钟，河南嵩山龙门边路传中，多拉多头球攻门
打在后卫腿上弹回来，其他泰山队后卫毫无反应，多拉多轻松
推射得分，河南嵩山龙门以 1∶0领先。41分钟，山东泰山打出
反击，段刘愚突入禁区回传，孙准浩射门得分，泰山队扳成1∶1。

下半场，两队你来我往，但都没有太好破门得分的机会，最
终两队以1∶1战成平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