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 南 地 北２０22 年 9 月 16 日 第三版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2 年中
秋节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7340.9 万人次，同
比下降 16.7%， 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 年同期
的 72.6%；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86.8 亿元，同比下
降 22.8%，恢复至 2019 年同期的 60.6%。 各地文
化和旅游系统发挥自身优势， 丰富市场供给，满
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

都市夜游亮点突出，杭州西湖、广州珠江、上
海黄浦江、南京秦淮河等地的城市夜景观光热度
持续走高。张家界九歌山鬼景区、襄阳唐城景区、
台州温岭景区、西湖西溪景区等众多景区开启夜
游模式，结合民俗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江西景
德镇高岭中国村、北京黄花城水长城、安徽西递
村以夜宿为主题， 将中秋赏月融入特色文化，营
造诗意栖居氛围。

本地旅游成为“主基调”，假日期间，探亲访
友、户外休闲、近郊旅游、乡村旅游是游客出行的

主题，特色农庄、民宿、美术馆、博物馆等成为假
期游客的重要游憩去处。 首旅集团、德勤中国等
联合推出中秋小集市，众多的文创雪糕、汉服周
边、文创周边受到游客欢迎。上海海昌海洋馆、广
州长隆野生动物园、济南动物园吸引了一大批亲
子游家庭。

文化科技元素融入传统佳节，中国工艺美术
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举办“月满中秋，相约
两馆”系列文化活动，布设非遗“小庙会”。广州融
创乐园举办“吉时·行乐”中秋国潮嘉年华活动，
将古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国潮风尚完美融合。北京
香山公园中秋将 5G 慢直播与古典诗词诵读相
结合， 邀请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传统文化韵味。
无锡鼋头渚以团圆、相聚、思念、欢庆为主题，举
办中秋水上音乐烟花大会， 提升了城市旅游形
象。

（文旅之声）

中秋节假期国内旅游出游 7340.9万人次

“人还在去学校
的高铁上， 行李先快
递到校了。”江西财经
大学新生赵同学趁着
没开学， 在网上下单
购买了床单、被褥、衣
服等，直接发货到学校的菜鸟驿站。

又是一年开学季，现如今“空调、独立卫浴、
菜鸟驿站”已经成为校园标配的“三大件”。 不少
大学新生选择将行李物品邮寄到学校菜鸟驿站，
自己“轻装”来学校报到。

浙江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菜鸟驿站负责人
罗女士表示：“8 月中旬以来，站点单量已逐步攀
升，大件快递明显变多。今年开学季，快递量每天
有 1 万多单，是平时的两三倍。 一个学生的快递
少的有 3 至 5 件，多的有 20 至 30 件。 ”

受疫情影响，多地高校延迟开学，开学季的
快递高峰也将持续到 9 月下旬。 为应对单量高

峰，各高校快递驿站通过增加快递货架、设置快
递临时放置区、 引进菜鸟驿站无人车等多项举
措，让大学生及时方便地收取快递。

“考虑到校区面积广大，无人车可以无接触
派送，还能减少人群聚集。开学前夕，我们一次性
引入 4 台无人车，一步到位满足师生的快递服务
需求。”深圳大学菜鸟驿站负责人方明说。开学第
一天， 深圳大学菜鸟驿站 4 台无人车同时上岗，
将 2000 余件包裹送至宿舍楼下。

菜鸟驿站校园相关负责人向果介绍，目前菜
鸟驿站已在超过 300 所高校部署无人车。

（《中国交通报》）

人未到校 快递先到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统筹开展交
通建设待批项目、“半拉子”工程以及沉淀资金大
起底工作，借此契机加快重点交通建设项目落地
开工。目前，各项工作前期摸底梳理已基本完成。

按照待批项目大起底工作安排，内蒙古自治
区交通运输厅对自治区本级审批立项的 206 个
交通建设项目进行了摸底，全面梳理在建和未开
工的重点公路建设项目的开工前审批手续，下一
步将跟踪办理进展，对交通运输部门审批的项目
施工许可进行主动指导， 进一步压缩审批时间，
协调相关部门加快开工前审批手续办理，加快重
点公路项目落地开工。

按照“半拉子”工程大起底工作要求，内蒙古
交通对自治区本级审批立项的 202 项交通建设
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梳理，下一步将对排查出的
“半拉子”工程不再实施项目完善相关程序。

内蒙古交通明确了沉淀资金起底范围，将截
至今年 7 月底厅直各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中
各类资金，进行自查、重点核查、清理盘活、总结
完善，目前正处于自查阶段。 内蒙古交通还对各
盟市交通运输局使用交通专项资金按资金性质
进行摸底排查， 为下一步做好监管提供依据，切
实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共资金使用效益。

（《中国交通报》）

内蒙古交通大起底加快项目落地开工

日前，山西省启动“民政爱民 95128 助老出
行”活动，旨在消除老年人在信息时代面临的数
字鸿沟障碍，为老年人及广大城乡居民提供更贴
心、周到、安全的出租汽车约车服务。

95128 是全国统一出租汽车约车服务电话
号码。 95128 出租汽车电召平台是按照国务院、
交通运输部和省交通运输厅要求建设的公益性
平台。该平台对传统出租汽车增加了网约和电话
约车功能，是国家运用智能技术解决老年人出行
困难的重要举措。

目前，95128 出租汽车电台已在山西省 90%
的地市和县（市、区）开通 95128 电召服务，为全
省老年人及城乡居民提供电话和网络约车服务。

乘客约车后，驾驶员会在几秒内接单并通过

实名电话与乘客联系。乘客下车后如有物品遗留
在出租车上， 可以在第一时间找到驾驶员和车
辆。 广大市民可通过三种方式预约出租汽车，包
括“95128 打车”小程序、“95128 电召”公众号和
直接拨打 95128 电话。 该平台不收取服务费，乘
客只需按车辆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

平台还增加了老年人亲情叫车功能，支持亲
友代叫车服务，费用可由亲友支付，亲友还可实
时关注老年人行程， 确保老年人的出行安全。
95128 电召服务平台将与太原市 12349 社区服
务平台对接，融入该市“15 分钟便民服务圈”社
区服务体系，为广大老年人提供电话约车、微信
小程序一键约车的便利服务。

（山西卫视、《太原晚报》）

不收服务费！ 山西老年人打车可拨 95128！

9 月 5 日，由铁四院设计、中铁
大桥局施工的我国首座公铁同层多
塔斜拉桥———珠机城际金海特大桥
成功合龙。

金海特大桥起自珠海横琴新区，
跨越西江磨刀门水道，终至珠海机场
东路，是珠机城际二期关键控制性工
程。 大桥全长 1369 米，宽 49.6 米，中
间为时速 160 公里的双线城际铁路，
两侧为时速 100 公里的双向六车道
高速公路。

大桥设计贯彻绿色低碳发展理
念，采用公铁同层设计方案，减少引

桥长度，节约工程投资；主梁采用新
型的大挑臂式钢箱梁，结构轻盈美观
且节省用钢量；主塔采用四柱式空间
钢塔，实现了桥塔与主梁在工厂整体
制造后在现场装配化施工，确保施工
过程安全、优质、高效。

珠机城际二期是珠三角轨道交
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内地及珠
三角地区联系港澳的重要客运通道。
作为珠海东西向重要通道之一，金海
特大桥建成后对珠海推进交通内畅
外联，进一步践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
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新华社）

我国首座公铁同层
多塔斜拉桥成功合龙

9 月 8 日上午，一汽巴士在穗举
行建企 70 周年徽标发布仪式， 一汽
巴士 70 周年主题公交同步亮相。 车
身涂装上世纪 50 年代"火柴盒"道奇
车、70 年代通道车、90 年代无人售票
冷汽车等不同年代的车型， 并融入
“五羊雕塑”“舞狮”等本土传统元素，
国潮新风尚主题特色车厢引起了市
民竞相观看，唤起市民乘客共同的年
代记忆。

活动现场， 身着公交行业不同年
代工装的一汽巴士职工，勾起了大家对
不同时期的美好回忆。“几十年来，工衣

不断更变，但不变的是责任。 穿上工衣
意味着对公交行业的认同和归属，就要
担当起服务市民出行的责任和使命。 ”
B5路线的党员车长李建敏说。

70 年间， 一汽巴士创下全国多
个 “第一 ”：率先发起 “友爱在车厢 ”
“前门上车， 后门下车”“无人售票”，
率先使用液化石油气作燃料，率先开
通第一条旅游公交线路，率先开通首
条如约巴士线路，率先引入民营资本
实施企业改制，率先推出“涂鸦巴士”
“党员示范车 ”“红色公交 ”“粤剧公
交”…… （《中国交通报》）

率先发起“无人售票”的巴士公司

9 月 9 日 ， G60 沪昆高速公路
金华互通至浙赣界段改扩建项目主
线建成通车！ 连上 2018 年 9 月完成
八车道改扩建投入运营的杭金衢改
扩建一期 （杭州至金华） 路段以及
沪杭高速， 这条贯穿浙江的八车道

高速正式 “上线”。 自此， 从沪浙交
界连接长三角龙头上海， 到串起杭
州都市圈、 金华都市圈， 再到浙赣
交界辐射中西部地区的经济 “大动
脉” 将畅通无阻。

（浙江交通）

这条贯穿全省的
八车道高速公路正式“上线”

9 月 7 日，针对海螺沟景区受困
群众，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运输管
理局利用车站停车场作为救灾直升
机转运起落点，配合大巴有序疏散受
困群众。 当日下午，四川省甘孜藏族
自治州泸定县开通震后磨西镇至康
定市首趟应急客运班线。

连日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
运输管理局统筹运力调度，全力做好
抗震救灾应急运输保障工作。 甘孜、
雅安共储备应急客运车辆 195 辆、货
运车辆 182，运送 4900 余人次、货物
1500 余吨。

（《中国交通报》）

直升机配合大巴疏散受困群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