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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客春節鐘愛出境遊華客春節鐘愛出境遊 人均花費人均花費66千千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經中國國家旅遊

局數據中心綜合測算，今年春節黃金周全國共接

待遊客3.86億人次，同比增長12.1%，實現旅遊

收入4,750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12.6%。廣東、四川、湖南、江蘇、河南、安

徽、山東、廣西、湖北、浙江等省份接待遊客人

數居前十位。此外，高質出境遊成為中國遊客品

質生活名片。在足跡遍佈亞洲、歐洲、非洲、美

洲、大洋洲後，大批中國遊客前往南極洲觀光。

春節期間阿里巴巴旗下飛豬旅遊南極專線開通兩

個船期，上千名中國遊客在南極吃餃子過新年，

是由中國旅遊企業組織的最大規模南極遊。

逾七百目的地 遠至南極
國家旅遊局數據顯示，春節期間，中國遊

客從近200個國內主要城市到達全球68個國家和

地區、730個國內外城市。東南亞仍是春節期間

出境遊客最多的目的地，阿根廷、墨西哥等遠程

出境目的地也大受歡迎。

中國旅遊研究院和攜程聯合發佈的預測報告

亦指出，2018年春節出境遊將在去年615萬人次的

基礎上增至650萬人次，規模為歷史之最。艱苦的

自然環境，及長距離的旅途跋涉及至少5萬元的高

昂價格，並沒有阻擋中國遊客探索南極的熱情。阿

里巴巴旗下飛豬旅遊因應春節開通兩個船期，讓約

1,000名中國遊客在南極過新年，其中“80後”、

“90後”遊客佔比過半。

根據同程國旅與同程藝龍聯合發佈的

《2018春節黃金周旅遊與出行消費盤點》，今

年春節黃金周期間出境遊的人均花費水平超

6,000元。在旅遊消費水平上，遊客用於購買旅

遊產品（交通、住宿、線路等）的人均支出接近

4,000元，相比往年進一步提高。

深度與個性遊 趨向多元
出遊品質的提高不僅體現在人均花費水平

上，還表現在線路、目的地的選擇上。除了交

通、住宿等“硬件”消費水平有明顯提升外，遊

客在線路的選擇上不再只盯着熱門目的地，而是

對一些相對小眾的目的地興趣大增，同時對於線

路附帶的服務、導遊水平、餐食及行程安排等均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出遊經歷豐富的消費者

越來越傾向於“大眾目的地深度遊，小眾目的地

個性遊”，多元化需求趨勢明顯。

狗年春節出遊特色
資料來源：新華社

◀愈去愈遠▶
春節期間有中國旅遊公司的南極專線開通兩個

船期，約1,000名中國遊客在南極吃餃子、過

新年，是由國內旅遊企業組織之最大規模南極

遊。

◀趨向多元▶
真人秀帶動境外旅遊目的地成為“中國村”，

在中國的綜藝、電影、電視中頻頻露臉的越南

芽莊、峴港等海島上，遊客大部分是中國人。

◀嘗鮮者眾▶
據攜程春節預訂數據，每5位出境遊客中就有一

位“嘗鮮者”：通過APP提交一張“出國定製

遊需求單”或預訂一位“洋導遊”全程陪玩。

◀追求精緻▶
英國、澳洲、法國等地商家反饋，如今中國遊

客更精明、精緻、精細，預訂博物館、科技館

門票等“精神食糧”的中國遊客日益增多。
■■去年中國赴南極旅遊達去年中國赴南極旅遊達55,,300300人次人次，，中國成為中國成為
僅次美國的南極旅遊第二大客源國僅次美國的南極旅遊第二大客源國 網絡圖片網絡圖片

中國官方21日對外公佈，拉薩大昭寺17日發生的

局部火災未造成人員傷亡，寺內供奉的釋迦牟尼12歲

等身像完好無損。拉薩公安機關初步調查排除了人為

因素，具體原因正在調查當中。 ■中新社
中國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裘援平20日在與美國亞

特蘭大當地僑團代表座談時說，越來越多的華僑華人將

個人夢想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結合起來，歡迎

僑胞回國實現中國夢。他說，中國政府正不斷努力為海

外僑胞在華創新創業提供便利，包括發放有效期更長的

赴華簽證，設立面向海外人才的創業平台等。 ■新華社
中緬科考隊員在緬甸發現海島木屬兩新種，一種

花瓣形態和大小近似於海島木，葉近似於大葉海島

木，但花瓣為粉紅色，命名為“紅花海島木”；另一

種內外輪花瓣近等大，長6毫米至10毫米，寬3毫米

至5毫米，被命名為“狹葉海島木”。該成果日前發

表在國際期刊《植物學研究進展》上。 ■新華社
美國商務部21日發佈公告，正式對原產於泰國、

中國和斯里蘭卡的橡皮筋（RubberBands）發起反傾銷

反補貼調查。這是2018年美對中國出口產品發起的第

四起雙反調查。該調查的申請方是美國橡膠聯盟公司

（Alliance Rubber Company），涉案產品是硫化橡膠

製成的長0.5-10英寸，寬3/64-2英寸，厚0.02-0.125

英寸的橡皮筋。 ■中國商務部網站
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22日透露，中國

海洋科研領域運算速度最快的高性能科學計算與系統

仿真平台P級“超級計算機”投入使用一年來，在海

洋環境預報領域發揮了重要作用，海洋預報分辨率達

到10公里級，預報時效可延伸至30日。 ■中新社

南海艦隊“艦機一體化”武力營救
陸海空天常態備戰解放軍春節練兵不鬆懈

新聞 速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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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網、成

都商報報道，從2月19日開始，

到海南度假的旅客進入返程高

峰，卻因瓊州海峽連日大霧，導

致不少待渡車輛滯留在港區附近

的道路上。海口市21日晚發佈緊

急調休通知，初七放假，初十上

班。截至22日13時秀英港、南

港、新海港三港仍有1萬多輛車滯

留待渡，交通壓力依然較大。

海口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

顧剛表示，海口歷來的春運高峰

從初三初四開始一直要延續到初

七、初八，像這幾天每天過海量

預估有兩萬到兩萬三千輛，要完

全緩解可能還要兩天時間。

18小時僅開5.5公里
“離港口5.5公里的路段，

我們開車花了18個小時。”成都

市民陳女士用“爆裂”二字來形

容在海南返程的一天。今年春節

放假，陳女士從成都自駕前往海

南，並於19日上午10點，踏上

歸途。她回憶，從棋子灣開車到

海口，中午12點到達時，港口附

近已經有很多車在排行了。她

說，當時離港口只有5.5公里，

不過從19日下午6點開始排行，

直到20日中午12點才進港，過

了海，已經是下午5點了。由於

深陷等待進港的車流中，陳女士

和家人不得不在車上過夜。“我

們大人基本沒睡，因為每隔一個小時左右

車就要移動一下，一會兒熄火一會兒發

動，小朋友也睡不好，餓了就靠餅乾充

飢。”

中國交通部根據2018年春節前進島的

車流增量預算，今年春節黃金周七天，需

要出島的車輛將達到9萬輛，共40.8萬旅

客。

目前有關部門已要求海口市多個部門

抽調更多人員加入志願者隊伍提供服務，

並且要求滯留路段沿街舖面和酒店提供免

費熱水、上廁所，以及簡單的餐飲服務。

■■車輛車輛2121日在海口市秀日在海口市秀
英港等待過海英港等待過海。。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春節期間，中國軍隊練兵

忙。據官方媒體披露，在萬家團圓的假期，從東北到南海甚至東印度洋上，

中國陸軍、海軍、火箭軍等軍兵種秣馬厲兵，進行軍事訓練、實戰演習。南

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更在春節期間進行“艦機一體武力營救”的演習訓練，

為海軍執行保礁護航、反恐反海盜等多樣化軍事任務打下堅實基礎。

今年春節，一部以“也門撤僑”真實事件為藍本的電影《紅海行

動》，成為坊間熱議的現象級國產大片。電影裡，中國海軍蛟

龍突擊隊營救人質、維護和平的真實戰爭場面，令生活在和平環境中

的國人驚心動魄。電影外，一場場真正的實戰演習亦正在展開。

官方媒體報道，春節期間，“湛藍-2018A”遠海訓練編

隊在東印度洋上舉行了“艦機一體武力營救”的練兵備戰。在

演練中，一艘中國商船被海盜劫持，長沙艦艦載直升機前往偵

察，群指揮所結合偵察情報，迅速擬制武力營救方案。在通過

英語向“海盜”連續喊話的同時，中方兩架直升機在被劫“商

船”左右舷前方佯動，吸引“海盜”注意力。數名陸戰隊員從

直升機上滑下，在甲板上實施警戒。營救小組隨後登船抵近安

全艙後迅速突入，一舉將“海盜”擒獲，成功解救4名人質。

另一路的陸戰隊員沿舷梯向駕駛室搜索前進，從右側駕駛室艙

門快速突入，順利將3名“海盜”制服。

海軍逐步走向深藍
南海艦隊遠海訓練編隊群指揮員張小生表示，隨着中國

海軍走向深藍，遂行的軍事任務日趨多樣化，保礁護航、反恐

反海盜已成為海軍艦艇的任務之一。此次在東印度洋組織的武

力營救演練，不僅要求艦艇、武裝直升機、小艇密切協同，還

要求特戰隊員，具備過硬的軍事技能和臨機處置的能力，這次

近似實戰的演練，為執行多樣化軍事任務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不僅是南海艦隊，海軍的北海艦隊某基地灤南艇在海上

執行春節戰備巡邏任務，將實戰化訓練貫穿戰備巡邏全過程，

大年初二發現“敵”艦並發數枚炮彈。春節前夕，在東海某海

域，東海艦隊某大隊多型艦船組織晝夜連續航行、夜間全要素

訓練、海空情況處置等多項實戰化科目訓練。

解放軍陸軍第78集團軍某旅春節期間進行了戰備訓練。

火箭軍在春節期間也沒有放鬆，訓練中號手就位，長劍即將出

鞘。戰略支援部隊某基地春節練兵備戰氛圍濃厚，在訓練中，

全副武裝的應急處突分隊迅速集結，按照劃分的火力打擊組、

封控抓捕組、處置組和救護組分工快速有序進入戰位。官方媒

體評價，春節不忘備戰，才能確保戰備常態保鮮。

祁連山整治收尾 生態秩序逐步恢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位於

甘肅省張掖市肅南裕固族自治縣的甘肅九條

嶺煤業有限責任公司水磨溝礦井，已看不到

太多當初開發破壞留下的痕跡。這座礦井所

在的祁連山，是中國西部地區重要的生態安

全屏障。過去一年，祁連山迎來了半個世紀

來最大規模的生態環境整治。眼下，祁連山

沿線各地生態環境現場整治已近尾聲，保護

區的自然生態秩序逐步恢復，新的環境保護

模式和生態治理格局正在形成。

中共十八大以來，在綠色發展理念的引

領下，中國生態環境治理體制機制改革步入

“深水區”。祁連山，這座與河西走廊相伴

的巨大山系，其“由亂到治”的過程見證着

中國發展理念的嬗變。

倒逼重構法治規範格局
甘肅省政府整改工作報告顯示，截至

2017年底，保護區內144宗礦業權已關停

143宗，保護區內111個歷史遺留無主礦

山，已由地方政府組織開展環境恢復治理；

保護區內42座水電站退出10座，其餘規範

運營；保護區25個旅遊設施中21個完成整

改，規範管理運營。

祁連山生態問題及教訓也正倒逼生態治

理重構法治、規範的格局。去年12月1日，

新修訂的《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

理條例》正式實施。此次修訂依照上位法規

定，對舊版條例中與上位法不相符的地方，

特別是禁止性行為、審批制度等重點進行了

比照修改。

祁連山保護區突出問題被通報後，全國

人大法工委對自然保護區的49件地方性法

規集中進行專項審查研究。截至2017年

底，已有30個省區市人大常委會書面反饋

清理情況和處理意見，總共已修改、廢止相

關地方性法規35件，擬修改、廢止680件。

新的自然保護地管理格局也即將構建。

中央研究部署在祁連山設立國家公園，甘肅

省委省政府已擬定國家公園體制試點方案實

施意見，明確國家公園將堅持以水源涵養和

生物多樣性保護為核心的生態功能定位，以

創新生態保護管理體制機制為突破口，加強

祁連山自然生態系統修復。

貴州力培大數據新興產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美國蘋果公

司近期通知用戶，2月28日起，中國內地的

iCloud將由中國網際網路服務公司“雲上貴州”

運營。2014年以來，貴州立足氣候等先天優

勢，在大數據領域與世界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展

開競爭，深度挖掘大數據政用、商用、民用價

值，成為全國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吸引蘋

果、微軟、騰訊、華為等紛紛落戶。

“大數據不僅打開了貴州的國際視野，還

引領經濟轉型、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改善民生

服務，成為引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引擎。”

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局長馬寧宇說。

新舊融合淘汰落後產能
過去幾年，在國際金融危機持續發酵、

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背景下，加速培育大數

據等新興產業讓貴州找到了動能轉換的“鑰

匙”。在動能轉換中，貴州喜“新”不厭

“舊”，加快煤炭等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推動

新舊產業深度融合。

作為中國南方最大的產煤省區，貴州近

年抓住國家去產能政策窗口期，同步推進煤炭

行業兼併重組和企業改造升級。2013年以來

累計關閉退出煤礦626處，淘汰和化解落後產

能8,071萬噸。2017年，煤炭行業整體盈利，

達到97億元（人民幣，下同）。剛剛過去的

2017年，貴州省地區生產總值達到1.35萬億

元，同比增長10.2%，增速為全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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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綜合報
道）由“魔鬼導演”林超賢執導，根據

2015年中國海軍“也門撤僑行動”真人真

事改編，遠赴摩洛哥荷槍實彈實地拍攝的

動作巨鑄《紅海行動》，在中國上映不足

6日已衝破11億元人民幣，中國觀眾盛讚

影片層層推進、精彩入局，有條不紊地展

示海、陸、空全方位現代戰爭元素，頌揚

戰士精神之餘，宣揚反戰意識及和平的可

貴。更有網友作溫馨提示：“千萬別喝飲

料，否則全程憋尿！”簡單兩句點出《紅

海行動》的一氣呵成。

在成都巡迴謝票的導演林超賢難掩激

動心情：“這幾天不斷留意觀眾的評價，

大家盛讚電影緊張刺激，我固然開心，同

時更有觀眾能品出電影的內涵，邊看邊落

下感動淚，完場時又自發站立鼓掌致意，

這是作為導演的最大興奮！”

蛟龍突擊隊成員飾演者杜江表示：

“收幾多錢、票房再多，對演員的意義，還

不如觀眾親口讚賞，這真是一齣好電影！我

希望通過《紅海行動》提醒年輕一代，戰爭

是多麼的殘酷，祈求世界永遠和平！”

華艦“入侵”錯報 馬爾代夫闢謠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道，“馬爾代夫

危機中，中國11艘戰艦進入印度洋”——中國某

門戶網站近日的一則消息引發外媒關注，印度媒

體更是擔心“中國軍艦部署印度洋”。20日，馬

爾代夫國防部發表聲明，否認有外國軍艦進入馬

代水域。21日，多家印度媒體引述政府消息人士

的話稱，馬代附近水域沒有中國軍艦。而為監控

中國艦船在印度洋的活動，印度部署了8艘軍艦。

印度部署強力監控
馬爾代夫國防部發表聲明指，該國主權水

域並未遭受任何外國海軍艦隊的入侵，建議國

人不要向外國機構錯誤傳達敏感情況。

馬代周邊水域沒有中國軍艦，印度卻在此

保持了強力存在。據稱，為監控中國在印度洋

活動日益增加的情況，印度海軍在印度洋地區

部署8艘軍艦，所有進入印度洋東西兩邊的入

口都有印度海軍監控，任何未被軍艦監控的地

區都由P-8偵察機監視。

據悉，近日中國海軍共有3支執行遠洋任務

的編隊。中國海軍第27批護航編隊19日抵達南

非開普敦港，進行為期兩天的技術停靠。海軍第

28批護航編隊在亞丁灣執行護航任務。而湛

藍-2018A遠洋訓練編隊則在春節前出發，赴東

印度洋進行例行性遠海訓練任務，以提高海軍的

戰鬥力水平，和外界猜測性解讀沒有關聯。

中國海警釣島巡航
月內第二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中國國家海洋局21日在北

京發佈消息表示，中國海警艦船

編隊當天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巡

航。根據官方記錄，這是今年2

月以來，中國海警艦船編隊第二

次在中國釣魚島領海巡航。

中國國家海洋局表示，中國

海警2307、2502、31240艦船編

隊本月分別於13日及21日在中

國釣魚島領海進行了兩次巡航。

■■《《紅海行紅海行
動動》》情節緊湊情節緊湊
獲得盛讚獲得盛讚。。

■■特戰隊員從直升機上滑特戰隊員從直升機上滑
降至被降至被““劫持劫持””船隻飛行船隻飛行
甲板甲板。。另一名特戰隊員登另一名特戰隊員登
臨被臨被““劫持劫持””船隻船隻（（小小
圖圖）。）。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過去一年過去一年，，祁連山迎來了半個世紀來祁連山迎來了半個世紀來
最大規模生態環境整治最大規模生態環境整治。。圖為山下生態圖為山下生態
畜牧合作社的羊群畜牧合作社的羊群。。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