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记者10日从文化和旅游
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
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

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
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
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蒙
古等12省区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
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博物馆里过大年”
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

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
游客比例分别达40.5%、44.2%、40.6%和
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
34.8%。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33个
国家和地区的 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
览、庙会等 1500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
事，传播中华文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
理局获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人次，与2018
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10.99%。其中，入境
622.2万人次，同比增长9.51%；出境631.1
万人次，同比增长12.48%。共查验出入境
飞机、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36.3万架（艘、辆）次，同比增长1.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

长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同比增长
15.97%，出境目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括
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美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
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明、青岛、重庆

等机场相继创单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历史
新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口岸
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日
出入境人员最高达到41.5万人次。2018
年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
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次
纪录，分别达10.5万人次和11.3万人次。

全国旅游接待4.15亿人次
春节假期

全国出入境1253.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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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7日公开自己
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勒索”。美联社8日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
经着手审视美国传媒公司是否违反就另一
案件与检方达成的不起诉协议。

上述协议牵涉两名声称与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有染女子所获“封口费”。“封口
费”案件令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亨
获刑，牵涉其中的美国传媒公司依据与检方
协议免于指控。

科亨供认，他违反联邦竞选资金相关
法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前夕按特朗
普指示，安排向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
子支付封口费，以“影响选举结果”。两笔

“封口费”中，美国传媒公司牵涉《花花公子》
杂志模特卡伦·麦克杜格尔所获资金。

依据美国传媒公司与检方达成的“合
作就不起诉”协议，美国传媒公司承认协助
特朗普团队，让麦克杜格尔收到15万美元
后“封口”；检方同意不起诉，但美国传媒公
司须在一切与“封口费”相关调查中合作，且

不得有违法行为。
然而，贝索斯7日自曝遭美国传媒公司

“敲诈勒索”，引起联邦检察官注意。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贝索斯所言获证

属实，美国传媒公司及其高级主管可能受
到勒索和胁迫罪名指控。另外，美国传媒
公司一旦被认定违反与检方协议，可能面
临刑事指控，司法程序或许牵出“封口费”
更多细节。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纠葛始于 1
月。美国传媒公司旗下小报《国民问询》周
刊在贝索斯宣布与妻子离婚消息不久后披
露他与一名前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婚外情。
贝索斯随即让他的安全顾问加文·德贝克尔
调查这一事件。

按贝索斯的说法，美国传媒公司6日以
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不雅照片相要挟，要求
他叫停调查并公开承认《国民问询》上月对
他的报道“没有政治动机”。

就贝索斯最新爆料，美国传媒公司7日
说，董事会已经要求彻查，将采取“一切必要
的适当行动”。 据新华社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春
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
费，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涨价固然意
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

“肉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
价，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递员
返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纷表示“春
节快递不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用不
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为满足
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于2月3日至9日开启

“春节模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春节期间
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快件将加收10元服务
费，同时服务范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班模
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说，在人
手不足的情况下，快递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
消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国家邮政

局在部署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
明确提出要严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
薪酬保障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迎来了
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市民杨宇卿从
光谷打车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件后，
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不同，要加收6
到9元的服务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
将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9块钱我
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了司机口
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务费用，多数
乘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及时打到车、服
务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阳高
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在岛上一家“网
红”海鲜餐厅，游客排起了长队等待就餐。
慕名而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到一份菜
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每道菜需要加

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不贵，

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右。加收5元服
务费，相当于提高了10%左右。“春节是旅游
旺季，多数消费者最怕的是开始不说清楚，
后面胡乱加价的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
涨价，大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就印
证了这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标价”式
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
他们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站、飞
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地游客报出
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在热门旅游城市的
餐饮、集贸市场，有些经营者表面看上去不
涨价，暗地里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
的节日添堵。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
强，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越小。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近日有德国媒体报道
称，有大量中国间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活动。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9
日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这一报道毫无
根据，敦促有关方面公正看待中国和中
欧关系。

中方发言人表示，我们对这种捕
风捉影、毫无根据的报道深感震惊。中
方一贯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
政。我们高度重视欧盟和中欧关系，始
终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欧关系的健康
稳定发展。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客观公
正看待中国和中欧关系，不要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

据新华社电日前，有网友称，2月7
日下午3点左右，有一辆红色轿车的驾
驶者在云南大理洱海边洗车、洗衣。这
一不文明行为引发网友声讨。随后，大
理市洱海保护管理局和大理市公安局
洱海派出所介入调查，目前当事人已受
到2000元的行政处罚。

从网上曝出的照片可以看到，当
事人在洱海边用抹布擦车窗与车门，车
子后轮浸泡在水域中，在岸边的树上还
晾晒着一些衣物和一条毯子。据大理
市洱海保护管理局介绍，得知这一消息
后，该局和大理市公安局洱海派出所第
一时间介入调查，并联系到当事人张某
某。当事人收到相关通知后，于2月8
日晚8点从昆明返回了大理。据悉，大
理市洱海保护管理局依据《大理白族自
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张
某某处以2000元的处罚。张某某对自
己的行为深表歉意，表示以后会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

据大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凡是将车驾驶到洱海水域内、滩涂
地，洗车、驾驶车辆的行为都会污染洱
海，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另外，8日
有游客在洱海边滩地上用柴火灶和锅
具煮方便面的行为同样遭到曝光。当
地执法人员立即出动，没收锅具并对当
事人处以200元罚款。

游客在洱海洗车
被罚2000元

据新华社电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
领馆10日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
客的快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
停泊油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
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
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吉两所医
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
有6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其余5人
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
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
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
望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
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
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
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
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
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
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 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
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
旅游。

有关中国间谍在布
鲁塞尔活动的不实报道
中方：毫无根据

泰国普吉海域
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11名中国游客受伤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
不少消费者表现出理解和宽容

全球首富贝索斯遭“敲诈勒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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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
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据，经中国旅
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亿元，同比增长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文化休闲

游成为节日期间主流的旅游休闲方式。
春节期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惠
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北京、山西、内蒙
古等12省区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
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博物馆里过大年”
受到了广大游客和市民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
数据中心）调查，春节期间参观博物馆、美

术馆、图书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
游客比例分别达40.5%、44.2%、40.6%和
18.4%，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
34.8%。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全球133个
国家和地区的 396座城市举办演出、展
览、庙会等 1500多项活动，讲述美丽故
事，传播中华文化。

据新华社电记者10日从国家移民管
理局获悉，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
共查验出入境人员1253.3万人次，与2018
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10.99%。其中，入境
622.2万人次，同比增长9.51%；出境631.1
万人次，同比增长12.48%。共查验出入境
飞机、船舶、列车、汽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36.3万架（艘、辆）次，同比增长1.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入境增

长最为明显，共722.2万人次，同比增长
15.97%，出境目的地排在前10位的包括
泰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
亚、美国等国家和我国香港、澳门、台湾等
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明、青岛、重庆

等机场相继创单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历史
新高，深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口岸
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口岸单日
出入境人员最高达到41.5万人次。2018
年新开通的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
大桥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人次
纪录，分别达10.5万人次和11.3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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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富、美国电子商务巨头亚马逊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7日公开自己
遭美国传媒公司“敲诈勒索”。美联社8日
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联邦检察官已
经着手审视美国传媒公司是否违反就另一
案件与检方达成的不起诉协议。

上述协议牵涉两名声称与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有染女子所获“封口费”。“封口
费”案件令特朗普前私人律师迈克尔·科亨
获刑，牵涉其中的美国传媒公司依据与检方
协议免于指控。

科亨供认，他违反联邦竞选资金相关
法律，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前夕按特朗
普指示，安排向两名声称与特朗普有染的女
子支付封口费，以“影响选举结果”。两笔

“封口费”中，美国传媒公司牵涉《花花公子》
杂志模特卡伦·麦克杜格尔所获资金。

依据美国传媒公司与检方达成的“合
作就不起诉”协议，美国传媒公司承认协助
特朗普团队，让麦克杜格尔收到15万美元
后“封口”；检方同意不起诉，但美国传媒公
司须在一切与“封口费”相关调查中合作，且

不得有违法行为。
然而，贝索斯7日自曝遭美国传媒公司

“敲诈勒索”，引起联邦检察官注意。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贝索斯所言获证

属实，美国传媒公司及其高级主管可能受
到勒索和胁迫罪名指控。另外，美国传媒
公司一旦被认定违反与检方协议，可能面
临刑事指控，司法程序或许牵出“封口费”
更多细节。

贝索斯与美国传媒公司纠葛始于 1
月。美国传媒公司旗下小报《国民问询》周
刊在贝索斯宣布与妻子离婚消息不久后披
露他与一名前电视节目主持人有婚外情。
贝索斯随即让他的安全顾问加文·德贝克尔
调查这一事件。

按贝索斯的说法，美国传媒公司6日以
曝光他与婚外情对象不雅照片相要挟，要求
他叫停调查并公开承认《国民问询》上月对
他的报道“没有政治动机”。

就贝索斯最新爆料，美国传媒公司7日
说，董事会已经要求彻查，将采取“一切必要
的适当行动”。 据新华社

叫个车、寄份快递、出去吃顿饭……春
节期间，很多人发现平日习以为常的各种消
费，可能要加收一定的服务费。涨价固然意
味着消费者要多掏银子，也会令部分人感到

“肉痛”。不过，针对这种“明码标价”式的涨
价，不少人表现出了理解和宽容。

春节是快递业务的低谷，大量的快递员
返乡过年。虽然主要快递公司纷纷表示“春
节快递不打烊”，但服务时效和快递费用不
可避免地出现调整。

韵达快递表示，根据市场变化，为满足
客户寄递需求，韵达将于2月3日至9日开启

“春节模式”。在此期间，为了保证春节期间
的快递服务质量，每票快件将加收10元服务
费，同时服务范围和时效将有所调整。

“快递业的春节运营，是一种值班模
式。”快递物流咨询网首席顾问徐勇说，在人
手不足的情况下，快递公司以价格手段调节
消费需求的做法，符合市场规律。国家邮政

局在部署春节期间寄递服务保障工作时，也
明确提出要严格落实劳动法关于节日期间
薪酬保障的规定。

与快递不同，春节期间打车业务迎来了
高峰。大年三十那一天，武汉市民杨宇卿从
光谷打车去汉口火车站。打开叫车软件后，
平台显示每单业务根据距离不同，要加收6
到9元的服务费。平台表示，多加的服务费
将作为网约车司机的补贴。

“大过年的司机也不容易，多加9块钱我
可以接受，前提是这些钱真正到了司机口
袋。”杨宇卿说，相比多加的服务费用，多数
乘客更关心的是春节能不能及时打到车、服
务质量好不好。

春节期间的广西北海涠洲岛艳阳高
照，游人如织。8日中午，在岛上一家“网
红”海鲜餐厅，游客排起了长队等待就餐。
慕名而来的山东游客徐以峰拿到一份菜
单，上面显示由于春节因素，每道菜需要加

收5元服务费。
徐以峰说，这家餐厅的菜品价格不贵，

平均每道菜也就四五十元左右。加收5元服
务费，相当于提高了10%左右。“春节是旅游
旺季，多数消费者最怕的是开始不说清楚，
后面胡乱加价的行为。这种‘明码标价’的
涨价，大家反倒能接受，这么多人排队就印
证了这一点。”

不少市民认为，春节期间“明码标价”式
的涨价，是对劳动者付出的肯定和尊重。但
他们同时也对消费市场涨价乱象感到心塞。

徐以峰说，如在一些城市的火车站、飞
机场，仍有不少黑车徘徊，对外地游客报出
动辄两三百元的价格。在热门旅游城市的
餐饮、集贸市场，有些经营者表面看上去不
涨价，暗地里却缺斤少两坑消费者，给祥和
的节日添堵。不过，随着政府监管力量的加
强，这种乱涨价的市场空间注定越来越小。

据新华社

据新华社电近日有德国媒体报道
称，有大量中国间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活动。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9
日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这一报道毫无
根据，敦促有关方面公正看待中国和中
欧关系。

中方发言人表示，我们对这种捕
风捉影、毫无根据的报道深感震惊。中
方一贯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
政。我们高度重视欧盟和中欧关系，始
终致力于维护和促进中欧关系的健康
稳定发展。我们敦促有关方面客观公
正看待中国和中欧关系，不要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

据新华社电日前，有网友称，2月7
日下午3点左右，有一辆红色轿车的驾
驶者在云南大理洱海边洗车、洗衣。这
一不文明行为引发网友声讨。随后，大
理市洱海保护管理局和大理市公安局
洱海派出所介入调查，目前当事人已受
到2000元的行政处罚。

从网上曝出的照片可以看到，当
事人在洱海边用抹布擦车窗与车门，车
子后轮浸泡在水域中，在岸边的树上还
晾晒着一些衣物和一条毯子。据大理
市洱海保护管理局介绍，得知这一消息
后，该局和大理市公安局洱海派出所第
一时间介入调查，并联系到当事人张某
某。当事人收到相关通知后，于2月8
日晚8点从昆明返回了大理。据悉，大
理市洱海保护管理局依据《大理白族自
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对张
某某处以2000元的处罚。张某某对自
己的行为深表歉意，表示以后会遵守相
关法律法规。

据大理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凡是将车驾驶到洱海水域内、滩涂
地，洗车、驾驶车辆的行为都会污染洱
海，都将受到相应的处罚。另外，8日
有游客在洱海边滩地上用柴火灶和锅
具煮方便面的行为同样遭到曝光。当
地执法人员立即出动，没收锅具并对当
事人处以200元罚款。

游客在洱海洗车
被罚2000元

据新华社电据中国驻泰国宋卡总
领馆10日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游
客的快艇9日下午在普吉海域与一艘
停泊油轮相撞，导致11名中国游客和2
名船员受伤，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皮岛
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吉两所医
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险。截至目前已
有6人出院或无需住院治疗，其余5人
住院观察，个别需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
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驻普吉
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两所医院看
望伤者，要求院方全力救治，同时敦促
警方、海事等部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
相关方面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警
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均
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10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馆驻
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看望伤员，
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 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州
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普吉
旅游。

有关中国间谍在布
鲁塞尔活动的不实报道
中方：毫无根据

泰国普吉海域
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11名中国游客受伤

春节消费加收“服务费”
不少消费者表现出理解和宽容

全球首富贝索斯遭“敲诈勒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