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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秀红）看
民俗、赏华灯、逛庙会、耍社火、
品美食等丰富多彩的2019己亥

“西安年·最中国”系列活动，营
造出喜庆祥和红红火火的节日
氛围，再次聚焦全球目光，深受
中外游客青睐，旅游接待人数和
旅游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春节假
日共接待游客1652.39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16%，实现旅游收
入 14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35%。

今年春节假日期间，观灯
赏花、探亲访友、聚会休闲、温
泉滑雪、庙会祈福等文化旅游
活动丰富多彩。

“西安年·最中国”的十二
大主题251项活动凸显大西安
城市吸引力，使旅游接待呈现
高速增长态势。

西安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
街接待387.27 万人次，同比增
长235.59%；大雁塔文化休闲景
区接待 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5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
待 38.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4%；城墙景区接待 15.49万
人次，同比增长4.73%；华清宫
景区接待16.81万人次，同比下
降8.21%；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
6.91万人次，同比增长17.03 %；
碑林博物馆接待 3.29万人次，

同比增长19.30 %；大唐芙蓉园
接待 3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2%；秦岭野生动物园接待
10.44万人次，同比增长0.14%；
大雁塔大慈恩寺接待9.29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北院门风
情街接待 267.37万人次；白鹿
仓景区接待 110 万人次；永兴
坊接待 51.08 万人次；白鹿原
影视城接待 19.22 万人次；大
唐西市接待94万人次；大雁塔
文化休闲景区接待94万人次；
大明宫接待 60.50 万人次；世
博园接待53万人次；周至水街
接待96万人次；高陵场畔接待
40.74万人次。

一夜之间，古城披上“雪
衣”。从全省范围来看，我省70
个县区出现降雪，53个县区出
现积雪。昨天下午，降雪陆续
结束，道路结冰警报依旧拉
响。不少人在回程途中遭遇堵
车。今明两天我省多云为主，
13-14日陕南有雨雪。

省气象台10日14时18分
再次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
号：延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
洛市、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
咸阳市、渭南市大部分地方，12
小时内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
的道路结冰。防御指南中提
到，交通、公安等部门要按照职
责做好道路结冰应对准备工
作。省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
10日8时，全省53个县（区）出
现积雪，最大乾县、华山站，均
为8厘米。

11日：陕北、关中北部多云

转晴，关中南部、陕南多云；12
日：全省多云；13-14日受冷空
气影响，陕南部分地方有弱的雨
雪天气。西安今天白天多云，气

温-8℃～4℃。受冷空气影响，今
天早上，西安城区最低气温将降
至-6℃左右，南部山区-8℃左右。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正月初六，安康往西安段距车家河隧道2.3公里处，
发生了严重堵车 本报记者 陈飞波摄

古城披“雪衣”

陕西53个县区出现积雪

本报宝鸡讯（记者王宝存）
昨天下午，记者从宝鸡市文化和旅
游局获悉，今年春节期间，宝鸡市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6.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7.64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20.5%%和27.4%。

宝鸡旅游收入27.64亿元

本报渭南讯（李世居 记者
杨晶）2月10日，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在渭南市大荔县同州湖景区，
依然是一派“车水马龙、人山人
海”的景象。据统计，在正月初一

来到同州湖游玩的游客就达到
14.5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春
节期间，前往同州湖游玩的游客
达到了50万余人次，创同州湖游
玩人数历史新高。

大荔同州湖景区创接待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通讯员
李晗茹）春节假期，鄠邑区围绕

“西安年·最中国”主题，策划实施
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新春文化旅游

活动。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区共
接待游客约166.71万人次，同比
增长5.38%；实现旅游收入4764.1
万元，同比增长7.34%。

鄠邑区六天吸引游客超16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张利平通讯员
邓翠梅）据临潼区旅发委统计，春
节假期期间，临潼区主要景点累
计接待 59.75万人次，累计收入

6180.51万元。其中秦陵博物院
七天累计接待游客38.47万人次，
华清宫七天累计接待游客 16.81
万人次。

临潼主要景点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

2月9日，西安秦之风旅游
公司一辆大巴客车突然在西临
高速抛锚，西安市公交客车总
厂第三保修厂接到求助后，派
维修员火速赶往现场，快速处
理故障，大巴车得以驶离危险
区域。

当日9点10分，一名50岁
男子急匆匆来到西安市公交客
车总厂第三保修厂，求助维修抛
锚大型客车。客总三厂值班工
段长李凯热情接待，对方称自己
是西安秦之风旅游公司员工，其
公司一辆旅游大巴在行驶至西
临高速临潼服务区附近时，离
合器出现故障，抛锚于高速

公路。
因正值春节期间，

旅游公司的修理人员都
放假在外，无法对车辆

进行抢修，但车辆在高速上抛
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迫于无
奈才找到这里，希望公交客总
三厂能够安排人员前往修理。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值班工段
长李凯立即带领修理工扬州、
赵永富紧急赶往车辆抛锚
地点。

李凯等人驾驶救援车辆行
驶至西临高速距故障车辆还有
1公里左右时，已经发现车辆开
始拥堵导致车速缓慢，为能迅
速处置故障车辆，尽快缓解拥
堵状况，工段长李凯带领两位
修理工立即提上工具下车，步
行前往故障车地点进行维修。

经检查，事故车辆离合器摩
擦片虽然已经磨损严重，但还可
以应急调整，能让车辆自主驶离
危险区域。修理工赵永富取出

工具，对离合器进行检查调试，
几经调整后，车终于能动了。为
迅速恢复交通顺畅，确保故障车
安全能够驶离高速路段，工段长
李凯及两位修理工陪同驾驶员
行驶进入高速临潼服务区。

当安全到达临潼服务区
时，秦之风旅游公司经理也刚
好到达现场，在得知车辆已经
临时排除故障并驶离高速路段
时，对公交人的及时支援，热情
服务，精湛的技术表示感谢。

据了解，这已不是西安公交
客车总厂第一次救援社会车辆
了，每年都会遇到几例，特别是
春节等全国性假期，大货车、长
途客车……每次遇到求援，西安
公交人都热情接待、竭力协助，
快速、及时、高效的排除车辆故
障。 王晓利本报记者赵丽莉

旅游大巴高速路上抛锚

西安公交驰援抢修

“西安年·最中国”
系列活动持续火爆
旅游接待1652万余人次 收入144亿余元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昨日，记者从西安
市商务局获悉，春节期间，西安市呈现出市场
繁荣、购销两旺、价格稳定、品质提升的良好态势。
据匡算，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市实现商品销
售额约183.9亿元，同比增长15.66%，其中餐饮收入
15.5亿元，同比增长21.4%。

西安商品销售额达183.9亿

1196万人次“博物馆里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2月10

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与
社会文物处获悉，春节长假期间，
陕西各文博单位共推出920场次

精彩纷呈、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接待观众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博物馆里过大年”已经成为
一种新年俗、新常态、新时尚。

本报讯（记者 文锦）2 月 5
日，汉城湖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汉式春始
祈福礼及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参与，共庆国泰民安，共

度新春佳节。
据了解，“西安年·最中国”

2019汉城湖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从2月5日至2月19日在封禅天下
片区广场举行，每日10:00—20:00。

汉城湖举行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本报讯（记者李佳）记者昨
天从西安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今
天西安将继续执行冬防期机动车
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尾号为1
和6的机动车。途经西安高速公

路过境通行但不驶出高速公路的
机动车，不采取限行措施，允许通
行。临潼、阎良、鄠邑、周
至、蓝田等区县限行区域自
行划定。

别忘了今天限行1和6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
昨日获悉，春节假期，西安市公交
总公司科学调整运力，重点做好
火车站、西安北站、大雁塔、曲江
大唐不夜城、钟楼等区域的公交
服务工作，安全运送乘客1179.64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西安市

公交总公司累计出车 38609部，
较去年同期增加18.23%；客运量
117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3.22%，其中市区公交线路出车
数 37521 部，较去年同期增加
18.82%；客运量1159.24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加2.99%。

西安公交运送1179万余人次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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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马秀红）看
民俗、赏华灯、逛庙会、耍社火、
品美食等丰富多彩的2019己亥

“西安年·最中国”系列活动，营
造出喜庆祥和红红火火的节日
氛围，再次聚焦全球目光，深受
中外游客青睐，旅游接待人数和
旅游收入均创历史新高，春节假
日共接待游客1652.39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16%，实现旅游收
入 144.7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35%。

今年春节假日期间，观灯
赏花、探亲访友、聚会休闲、温
泉滑雪、庙会祈福等文化旅游
活动丰富多彩。

“西安年·最中国”的十二
大主题251项活动凸显大西安
城市吸引力，使旅游接待呈现
高速增长态势。

西安大唐不夜城现代唐人
街接待387.27 万人次，同比增
长235.59%；大雁塔文化休闲景
区接待 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71.53%；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接
待 38.47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4%；城墙景区接待 15.49万
人次，同比增长4.73%；华清宫
景区接待16.81万人次，同比下
降8.21%；陕西历史博物馆接待
6.91万人次，同比增长17.03 %；
碑林博物馆接待 3.29万人次，

同比增长19.30 %；大唐芙蓉园
接待 30.8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92%；秦岭野生动物园接待
10.44万人次，同比增长0.14%；
大雁塔大慈恩寺接待9.29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北院门风
情街接待 267.37万人次；白鹿
仓景区接待 110 万人次；永兴
坊接待 51.08 万人次；白鹿原
影视城接待 19.22 万人次；大
唐西市接待94万人次；大雁塔
文化休闲景区接待94万人次；
大明宫接待 60.50 万人次；世
博园接待53万人次；周至水街
接待96万人次；高陵场畔接待
40.74万人次。

一夜之间，古城披上“雪
衣”。从全省范围来看，我省70
个县区出现降雪，53个县区出
现积雪。昨天下午，降雪陆续
结束，道路结冰警报依旧拉
响。不少人在回程途中遭遇堵
车。今明两天我省多云为主，
13-14日陕南有雨雪。

省气象台10日14时18分
再次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信
号：延安市、汉中市、安康市、商
洛市、西安市、铜川市、宝鸡市、
咸阳市、渭南市大部分地方，12
小时内可能出现对交通有影响
的道路结冰。防御指南中提
到，交通、公安等部门要按照职
责做好道路结冰应对准备工
作。省气象台数据显示，截至
10日8时，全省53个县（区）出
现积雪，最大乾县、华山站，均
为8厘米。

11日：陕北、关中北部多云

转晴，关中南部、陕南多云；12
日：全省多云；13-14日受冷空
气影响，陕南部分地方有弱的雨
雪天气。西安今天白天多云，气

温-8℃～4℃。受冷空气影响，今
天早上，西安城区最低气温将降
至-6℃左右，南部山区-8℃左右。
首席记者姬娜实习生强璐璐

正月初六，安康往西安段距车家河隧道2.3公里处，
发生了严重堵车 本报记者 陈飞波摄

古城披“雪衣”

陕西53个县区出现积雪

本报宝鸡讯（记者王宝存）
昨天下午，记者从宝鸡市文化和旅
游局获悉，今年春节期间，宝鸡市

共接待国内外游客516.9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27.64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20.5%%和27.4%。

宝鸡旅游收入27.64亿元

本报渭南讯（李世居 记者
杨晶）2月10日，春节假期最后一
天，在渭南市大荔县同州湖景区，
依然是一派“车水马龙、人山人
海”的景象。据统计，在正月初一

来到同州湖游玩的游客就达到
14.5万余人。据不完全统计，春
节期间，前往同州湖游玩的游客
达到了50万余人次，创同州湖游
玩人数历史新高。

大荔同州湖景区创接待历史新高

本报讯（记者李天娇通讯员
李晗茹）春节假期，鄠邑区围绕

“西安年·最中国”主题，策划实施
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新春文化旅游

活动。据统计，春节期间全区共
接待游客约166.71万人次，同比
增长5.38%；实现旅游收入4764.1
万元，同比增长7.34%。

鄠邑区六天吸引游客超160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张利平通讯员
邓翠梅）据临潼区旅发委统计，春
节假期期间，临潼区主要景点累
计接待 59.75万人次，累计收入

6180.51万元。其中秦陵博物院
七天累计接待游客38.47万人次，
华清宫七天累计接待游客 16.81
万人次。

临潼主要景点接待游客近60万人次

2月9日，西安秦之风旅游
公司一辆大巴客车突然在西临
高速抛锚，西安市公交客车总
厂第三保修厂接到求助后，派
维修员火速赶往现场，快速处
理故障，大巴车得以驶离危险
区域。

当日9点10分，一名50岁
男子急匆匆来到西安市公交客
车总厂第三保修厂，求助维修抛
锚大型客车。客总三厂值班工
段长李凯热情接待，对方称自己
是西安秦之风旅游公司员工，其
公司一辆旅游大巴在行驶至西
临高速临潼服务区附近时，离
合器出现故障，抛锚于高速

公路。
因正值春节期间，

旅游公司的修理人员都
放假在外，无法对车辆

进行抢修，但车辆在高速上抛
锚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迫于无
奈才找到这里，希望公交客总
三厂能够安排人员前往修理。
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值班工段
长李凯立即带领修理工扬州、
赵永富紧急赶往车辆抛锚
地点。

李凯等人驾驶救援车辆行
驶至西临高速距故障车辆还有
1公里左右时，已经发现车辆开
始拥堵导致车速缓慢，为能迅
速处置故障车辆，尽快缓解拥
堵状况，工段长李凯带领两位
修理工立即提上工具下车，步
行前往故障车地点进行维修。

经检查，事故车辆离合器摩
擦片虽然已经磨损严重，但还可
以应急调整，能让车辆自主驶离
危险区域。修理工赵永富取出

工具，对离合器进行检查调试，
几经调整后，车终于能动了。为
迅速恢复交通顺畅，确保故障车
安全能够驶离高速路段，工段长
李凯及两位修理工陪同驾驶员
行驶进入高速临潼服务区。

当安全到达临潼服务区
时，秦之风旅游公司经理也刚
好到达现场，在得知车辆已经
临时排除故障并驶离高速路段
时，对公交人的及时支援，热情
服务，精湛的技术表示感谢。

据了解，这已不是西安公交
客车总厂第一次救援社会车辆
了，每年都会遇到几例，特别是
春节等全国性假期，大货车、长
途客车……每次遇到求援，西安
公交人都热情接待、竭力协助，
快速、及时、高效的排除车辆故
障。 王晓利本报记者赵丽莉

旅游大巴高速路上抛锚

西安公交驰援抢修

“西安年·最中国”
系列活动持续火爆
旅游接待1652万余人次 收入144亿余元

本报讯（记者白圩珑）昨日，记者从西安
市商务局获悉，春节期间，西安市呈现出市场
繁荣、购销两旺、价格稳定、品质提升的良好态势。
据匡算，2019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市实现商品销
售额约183.9亿元，同比增长15.66%，其中餐饮收入
15.5亿元，同比增长21.4%。

西安商品销售额达183.9亿

1196万人次“博物馆里过大年”
本报讯（记者赵争耀）2月10

日，记者从陕西省文物局博物馆与
社会文物处获悉，春节长假期间，
陕西各文博单位共推出920场次

精彩纷呈、独具特色的文化活动，
接待观众1196万人次，同比增长
11%。“博物馆里过大年”已经成为
一种新年俗、新常态、新时尚。

本报讯（记者 文锦）2 月 5
日，汉城湖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拉开帷幕，一年一度的汉式春始
祈福礼及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
众多市民参与，共庆国泰民安，共

度新春佳节。
据了解，“西安年·最中国”

2019汉城湖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从2月5日至2月19日在封禅天下
片区广场举行，每日10:00—20:00。

汉城湖举行第四届春节文化庙会

本报讯（记者李佳）记者昨
天从西安市交警支队了解到，今
天西安将继续执行冬防期机动车
限行交通管理措施，限行尾号为1
和6的机动车。途经西安高速公

路过境通行但不驶出高速公路的
机动车，不采取限行措施，允许通
行。临潼、阎良、鄠邑、周
至、蓝田等区县限行区域自
行划定。

别忘了今天限行1和6

本报讯（记者赵丽莉）记者
昨日获悉，春节假期，西安市公交
总公司科学调整运力，重点做好
火车站、西安北站、大雁塔、曲江
大唐不夜城、钟楼等区域的公交
服务工作，安全运送乘客1179.64
万人次。今年春节期间，西安市

公交总公司累计出车 38609部，
较去年同期增加18.23%；客运量
1179.6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
3.22%，其中市区公交线路出车
数 37521 部，较去年同期增加
18.82%；客运量1159.24万人次，
较去年同期增加2.99%。

西安公交运送1179万余人次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