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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看“十一”旅游消费升级亮点
新华社记者 陈爱平

10月3日，游客在天安门广场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浓浓重阳情
融融“老来乐”

10 月 7日，在上海市闵
行区颛桥镇田园公园，市民在
活动现场参观30多对金婚夫
妇的金婚纪念照。

当日是重阳节，“九九重
阳·颛桥糕会——2019年上
海市重阳民俗文化系列活动”
在上海市闵行区颛桥镇田园
公园举行。活动突出“孝、乐、
寿”的主题，围绕“重阳食糕”
的传统民俗，汇聚了13家上
海知名糕点店展销，另有秋季
菊展、非遗技艺展示、金婚伉
俪影展、老年才艺展演等活
动，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营造出
尊老、孝老、敬老、助老的浓厚
氛围。

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三名科学家分享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0月7日电（记者和苗 付一
鸣）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7日宣布，将2019年诺贝尔
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威廉·凯林、格雷格·
塞门扎以及英国科学家彼得·拉特克利夫，以表彰他们
在“发现细胞如何感知和适应氧气供应”方面所做出的
贡献。

评奖委员会说，动物需要氧气才能将食物转化成
有用的能量，人们了解氧气的基础性重要作用已有数
个世纪，但细胞如何适应氧气水平变化长期不为人
知。今年的三名获奖科学家发现了“细胞如何感知和
适应不断变化的氧气供应”，并确认了“能够调节基因
活性以适应不同氧气水平的分子机制”。他们开创性
的研究成果“揭示了生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适应性过程
的机制”，为我们理解氧气水平如何影响细胞新陈代谢
和生理功能奠定了基础。

评奖委员会强调，今年的获奖成果为人类开发出
“有望对抗贫血、癌症以及许多其他疾病的新策略铺平
了道路”。

凯林1957年出生在美国，现就职于美国哈佛大学
医学院和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拉特克利夫1954
年在英国出生，现就职于英国牛津大学和弗朗西斯·克
里克研究所。塞门扎1956年出生于美国，现就职于美
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
元）奖金。

美朝会谈结束双方评价不一
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 美国国务院5日说，

美国和朝鲜代表当天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进行了
“良好”会谈，美方愿意两周后与朝方继续磋商。朝方
则对数月来首次举行的朝美工作磋商表示失望。

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在8个半小时的磋商中，
美方提出多个“创造性观点”，并提供多个能推进美朝
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果的“新倡议”。朝美工作磋商朝
方首席代表金明吉则表示，会谈没有达到朝方预期并
最终破裂，美方提出的新办法让朝方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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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旅游休闲成为我国居民“幸福
必需品”，今年“十一”黄金周，各地一如
既往迎来“人从众”。除了游客“爆棚”，
今年黄金周市场呈现一下新变化：

——旅游半径更大

携程数据显示，有来自500多个城
市的旅游者通过该平台预订跟团游、自
由行、定制旅游、当地玩乐等产品；涉及
100个国家和地区，数量为历年新高。

从机票预订数据看，国内目的地
中，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杭州、
重庆、西安等人气最旺；境外目的地中，
日本、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等最为热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热度持续升温。

携程分析，今年黄金周机票价格较
去年同期有所下滑，成为激励游客出行
的原因之一。例如，前往哈尔滨、兰州、
桂林、张家界等国内目的地票价同比下
滑20％左右；前往冲绳等境外目的地
票价降幅较大。

——红色旅游更“火”

携程数据显示，在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首都北京成为今年黄金
周红色旅游客流量最大的目的地，延
安、上海、井冈山、遵义等红色旅游目的
地也迎来大量游客。

携程平台上，以北京为关键词的搜

索量同比增长150％；以嘉兴、延安、井
冈山、遵义等为关键词的搜索量同比增
幅也超过100％。

——文博景区更智慧

携程数据显示，今年博物馆类景区
游玩人数同比上升30％，故宫博物院、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人气非常高。

景区也更加“智慧”。例如，上海黄
浦、静安、徐汇、长宁、虹口、杨浦六个城

区已完成1298处建筑的二维码设置，
提升游客线上线下互动体验。

针对以往黄金周出现的长时间排
队与拥挤现象，还有越来越多的景区通
过信息化的手段，用预约和限流来保障
游客的参观体验。

——个性化更浓

更多游客选择个性化的旅游方式
和休闲项目。携程称，国庆假期租车自

驾游订单预计同比增长近60％，探秘
周边小众线路的短途自驾游持续受到
热捧；私家团的报名人数同比增长高达
155％。

颇具特色的夜游经济更加火爆，携
程称，黄浦江游船、重庆两江游船、珠江
游船等门票订购量增长均超过50％。

——亲子游更精致

携程称，国庆假期游客中有28％
是亲子游客，这一群体消费升级主要体
现在住和游玩项目上。国庆期间，高星
级酒店以及包含儿童餐饮、用品、玩乐
设施的亲子房更受欢迎；热门城市亲子
房每晚单间价格可达700元至 1000
元，但大多在国庆前一周即售罄。

亲子游客寓教于游的特征更为明
显。携程数据显示，黄金周人气最高的
景区多以亲子乐园、海洋馆、博物馆和
历史建筑为主。

——游客更“小心”

携程称，越来越多的游客安全和保
险意识增强，一个显著特征是黄金周前
后该平台上旅游意外险的投保率走
高。境外旅游、旅程中有高危项目、出
行时间比较长、同行人中有老人小孩、
自驾游、医疗费昂贵是人们购买保险主
要考虑因素。

（新华社上海10月7日电）

俄抗议美国扣留盘问俄议员
新华社莫斯科10月6日电（记者张骁） 俄罗斯

外交部6日表示，俄方就美方日前在美国机场扣留并
盘问俄议员提出强烈抗议。

俄外交部网站发布的消息说，赴美参加“罗斯堡对
话”论坛的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议员因加·尤马舍娃
遭扣留和盘问，是美国对俄罗斯采取的又一次敌对行
动，意在进一步破坏俄美关系。

俄外交部网站的消息还提到，“罗斯堡对话”论坛
遭到美国部分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俄外交部部分代
表因被拒签而无法出席论坛。

尤马舍娃日前抵美准备参加“罗斯堡对话”论坛，
在纽约机场遭到美方人员的扣留和盘问，盘问持续一
小时左右。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说，
俄驻美使馆已就此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抗议照会。

“罗斯堡对话”论坛定于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举行，论坛着眼于强化俄美合作、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
了解。

（上接第一版）
“学校现在实行的是‘错时放学

制’，小学生下午放学时间（夏季时间）
在四点五十分，一、二年级的学生提前
十分钟放学，高年级学生正常放学，我
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拥堵
情况，但因为我下午下班时间在六点左
右，还是不能按时接孩子放学，希望学
校能站在家长的立场解决这个大难
题。”张丽说。

面对新问题，市教育局、市发改委、

市人社局积极探索全市中小学生课后
服务工作，提出了《榆林市中小学生课
后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

市教育局基础教育一科科长樊军茂
称，该意见首先明确了各中小学校要结
合师资、场地、设施设备等实际，主动承
担责任，自主开展课后服务工作，充分发
挥课后服务主渠道作用，尽可能满足学
生需求。其次，学校开展课后服务工作
所需经费，要由各县市区根据课后服务
的性质，通过财政补贴、收取服务性收费

或代收费等方式筹措。对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学生，参加课后服务免收相应费用，
严禁以课后服务名义乱收费。

此外，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
务，由学生和家长自愿选择。严禁以任
何方式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参加。同
时，各县市区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从实际出发，根据地方财力、学校条件
和相关机构的资源配置、服务能力等因
素，充分论证，循序渐进。也可选择具
备条件的学校先行试点，在试点中总结

经验，并将好经验好做法逐步在其他学
校推广实施。

据了解，榆林中心城区2019年春
季学期已确定10所试点学校，其中榆阳
区5所，高新区3所，市直2所。2019年
秋季学期，榆林中心城区再确定10所学
校开展试点工作（榆阳区5所、高新区3
所、市直2所）；横山、神木、府谷、靖边、
定边、绥德每县（市、区）确定5所城区试
点学校，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每
县确定3所城区试点学校。

（上接第一版）

城市基层党建的“靖边方案”
三个问题得到了回答，城市基层党

建的责任、目标和任务也就被明确和夯
实。在此基础上，靖边县委印发了《关
于推进城市基层党建示范县建设的实
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构建区域内多
方参与、共驻共建、共治共享的区域化
党建工作格局，并制定了“双报到、双参
与、双服务、双挂职、双考核”的“五双”
工作机制。

“双报到”是指根据所处区域，各机
关企事业单位到社区报到、党员干部到
社区报到；“双参与”明确党员干部在认
真参与本单位各项工作的同时，也要积
极参与报到社区的各项活动；“双服务”
则是要求党员干部在服务好本单位各

项工作的同时，服务好报到社区的各项
工作；“双挂职”是指从县直单位中选
派党员干部到街道社区挂职担任社区
党组织副书记，从社区“两委”班子中
选派优秀青年干部挂职担任街道办事
处党工委副书记，以更好地实现互通
有无、上下联动、锻炼干部；“双考核”
是由县委组织部牵头，分别组织街道
党工委、社区党组织对驻区单位和个
人，以及驻区单位和个人对街道党工
委、社区党组织就各自职责完成情况进
行双向考核。

如今，“双报到”早已全面完成，“双
参与”和“双服务”如火如荼、有序展开，

“双挂职”全面落实并在越来越多的社
会治理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双考核”则是以随机抽查、季度评
价等多种形式，成为靖边县城市基层党

建顺利推动的组织保障。

“五双”工作机制成效初显
如今，靖边的“五双”工作机制的成

效已经初步显现。
根据之前的摸底调查，林荫路社区

根据辖区内流动党员分布情况，成立了
多个“无发展党员职能、但可开展组织
生活”的临时党支部，已开展多次“三会
一课”等党内组织生活；靖边县林草局
组织全系统党员干部为区域内两个大
型住宅小区免费修剪花草树木和清洁
环境卫生，焕然一新的环境，让小区居
民在感受到“党员就在我们身边”的同
时，发自内心为林草局干部们送上了锦
旗；县文工团结合自身特点和群众需
求，给县城14个社区都派去了群众文
艺指导员，让大妈们的秧歌扭得更起

劲、大爷们的二胡拉得更好听、大哥大
姐们的歌声更悠扬……除了这些群众
生活中看似不大、却与幸福感和获得感
息息相关的“小事”，更有一些之前因为
种种原因迟迟没能得到推动的重大事
项也有了进展：

一块本属国有、却在过去几十年
间被周边群众不断“蚕食”的土地界限
已经厘清，各类违章建筑拆除也已提
上议事日程；人流密集，却因为设施老
旧、乱摆乱放等原因安全隐患众多的
南关大市场也在城市执法、住建、市场
监管等众多部门的协同努力下进入整
治阶段……

“这些，都是共驻共建这一理念的
集中体现，也是城市基层党建所想要达
成的目的所在。”张家畔街道党工委书
记冉向前表示。

靖边：打造有温度的城市基层党建

土耳其总统称
随时在叙北部发起军事行动

新华社安卡拉10月7日电（记者郑思远 施洋）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7日表示，美军已开始从叙利亚
北部相关区域撤出，土耳其可能随时在幼发拉底河以
东地区发起军事行动。

埃尔多安在记者会上说，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
晚进行了通话，土耳其决定清除叙利亚北部的土反政府
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以及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
队”，可能在任何时候发起军事行动。美方已开始从相
关区域撤出。他没有透露军事行动的更多细节。

埃尔多安还表示，美军撤出相关区域后，区域内过
去两年被俘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将由土耳
其负责处理，土方正在研究处理方案。

美国白宫6日表示，美军方对土耳其即将进入叙
北部展开军事行动“不支持、不参与”，美军会撤出相关
区域。另据《纽约时报》援引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约
100名至150名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士兵将在土耳其
军事行动开始前撤出，但他们不会完全撤出叙利亚。

美宇航员太空行走7小时
新华社华盛顿10月6日电（记者周舟） 美国航

天局6日说，国际空间站的2名美国宇航员当天完成
了约7个小时的太空行走，为空间站更换更高性能的
锂电池。这是国际空间站上的第219次太空行走。

美国东部时间6日下午2时40分（北京时间7日
凌晨2时40分），美国宇航员克里斯蒂娜·科赫和安德
鲁·摩根完成了今年空间站的第6次太空行走，用时7
小时1分。

美航天局在一份声明中说，二人将Port－6桁架
结构上的镍氢电池更换为体积更小、更强大的锂离子
电池，后者由日本“鹳”号货运飞船9月28日运抵国际
空间站。2名出舱宇航员提前完成了预定任务后，还
完成了原定于10月11日进行的电池更换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