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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

郑州机场累计发送
旅客超60万人次

各地速览

本报讯（记者 刘春香）“十一”长假全
省旅游市场出现全面恢复的好势头。10
月 8 日，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
2020年国庆中秋 8天假期，全省共接待游
客 7234.98万人次，与 2019年国庆 7天假
期（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9.09%；旅游收
入 360.71 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恢复了
71.86%。抢眼的数据，充分展示了文旅业
在推动内循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为了让群众快乐出游，全省各地举办
精彩纷呈的文旅活动近600个。农民丰收

节、登山节、红叶节、美食节、采摘节、红色
电影节、电音节、汉服节、杂技表演、舞狮、
摄影展、书法展、诗词大会、农特产品展销
会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双节”期间我省新亮相的高端旅游
产品全线飘红，收入喜人。银基国际旅游
度假区动物王国、黄帝千古情、建业电影
小镇等新业态、新产品吸引了大量游客。

“双节”期间，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共接待
游客 3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515%；
营收 8900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35%。

黄帝千古情演艺节目每天演出 8 场。郑
州建业电影小镇每天上演 49个节目，吸
引游客 21.65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23%。此外，乡村旅游持续升温。全省乡
村游人数占全部游客的 75%以上。乡村
游产品不再局限于住农家乐、吃农家菜，
全省各地开发了更多富有文化气息的乡
村游产品，让游客在乡村游中感受文化、
愉悦身心、留住乡愁。林州市“大美林州
乡村旅游全攻略”，引来大批游客。信阳
新县阮湾体育小镇、九女潭登山步道、武

占岭度假区等户外体验基地的游客络绎
不绝。南阳市“走进美丽乡村”大型自驾
游活动，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参与体验。
精品民宿再获市场肯定，济源的小有洞
天、焦作的云上院子、淇县的灵泉妙境等
精品民宿一房难求。值得一提的是，节日
的夜间旅游很受欢迎。济源王屋老街“山
海幻境”夜游项目持续上演，单日游客量
突破 1.5万人次。郑州樱桃沟景区“豫见·
樱桃沟”夜游项目，“十一”长假旅游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长 14.99%。③5

河南旅游收入360.71亿元

本报讯（记者 宋
敏 通讯员 施书芳）10
月 8日，记者从河南机
场集团获悉，今年囯庆
中秋长假期间，郑州机

场运行总体安全平稳有序，8天累计
发送旅客超 60万人次，客流主要以
探亲、旅游为主，中长距离及旅游城
市的航班较受青睐。

从整个假期出行情况分析，前 3
天为集中出行高峰，郑州机场单日执
行航班均在600架次以上，平均每天
发送旅客超过 7万人次；长假中间 3
天，客流稍有回落；自 10 月 7 日开
始，进入返程高峰，其中 10月 7日郑
州机场执行航班再次冲高到 600架
次，达到608架次；长假最后一天，计
划执行航班604架次。

从目前情况看，返程高峰期间，
除个别热点航线外，郑州机场至各方
向的机票正常销售。③9

本报讯（记者 宋
敏）10 月 8 日，记者从
省交通运输厅获悉，10
月 1 日至 8 日，全省高
速 公 路 累 计 车 流 量

2058.52万辆，日均流量与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较日常流量增长44.4%。

国庆中秋假期，全省路网运行平
稳有序。其中，道路运输累计完成客
运量 1112.7 万人次，水路运输累计
完成客运量 21.13万人次，同比均有
所下降。

据了解，10月 7日、8日的 10时
至 18时期间，全省高速公路禁止货
车通行（鲜活农产品和应急物资运输
车辆除外），有限释放道路通行能
力。同时，全省路产部门全员在岗在
位，加强 16时至 22时返程高峰时段
的疏堵保畅力度；提前将救援车辆、
清障车辆和应急装备放置到拥堵路
段、事故多发路段和服务区，发现车
辆故障、道路拥堵、交通事故，快速处
置、快速恢复通行，有效避免了拥堵
的发生。③5

高速公路累计车流量
2058.52万辆

公路

本报讯（记者 宋
敏）记者10月 8日从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9月 28日
至 10月 8日，该集团公

司累计发送旅客 502.2万人次，日均
发送旅客 45.7万人次。其中客流高
峰日出现在 10月 1日，当天郑州局
集团公司发送旅客突破57.2万人次，
创今年春节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新
高；郑州东站发送旅客人数达18.6万
人次，创建站以来单日旅客发送量
新高。

“双节”期间，铁路客流呈现旅游
流、探亲流、学生流等高度重叠现
象。郑州发往北京、上海、广州、杭
州、西安等城市的直通客流较大，管
内郑州、洛阳、新乡、南阳、商丘等地
区客流较大。③5

铁路客流攀新高

●10 月 1 日郑州局集
团公司发送旅客 57.2 万人
次，郑州东站发送旅客18.6
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杨凌）10月8日，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发布数据显示，根据综合测算，“十一”长假期间，郑州市共接
待游客1326.7万人次，和去年国庆七天假期相比减少5.8%，
实现旅游总收入52.37亿元，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1.7%，郑州
市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情况恢复到去年同期的八成。

国庆节当天，郑州机场、郑州东站入围全国十大热门机
场及火车站。“双节”假期，全市重点监测的 19家景区共接
待游客162万人次，门票收入共12661.1万元，景区已恢复
到去年“十一”长假的七成多水平。

同程、艺龙等在线旅行平台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酒店预订
量增速最快的城市中，郑州的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100%。
饭店餐饮消费持续回暖，其中婚宴、家宴增幅尤为突出。

河南博物院时隔5年重新开放，芝麻街1958双创园开
园，均成为游客喜爱的热门“打卡”地。以少林寺为代表的文
化游，以登封禅心居、巩义逍遥谷等为代表的民宿游，以嵩
山、伏羲山为代表的登山游，以绿博园、植物园为代表的公园
游，以黄河文化公园为代表的黄河游等，深受游客欢迎。③5

本报讯（记者 田宜龙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雪娜）
10月 8日，记者从洛阳龙门石窟景区获悉，中秋遇国庆节
日重叠、央视“中秋晚会”效应持续释放，龙门石窟景区迎来
今年旅游高峰。

数据显示，假期8天，龙门石窟景区共接待游客26.5万
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2.3%。其中，10月 1日至 3日，景区
接待游客7.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15%。

长假期间，“夜游龙门”持续升温，成为节日新宠，龙门
夜品味文化氛围渐浓；龙门古街举办“帝都国潮龙门腔调”
文旅展演活动，成为夜间经济聚集地的新晋“网红”。

此外，龙门石窟严格落实“限量、预约、错峰”的工作要求，
创新推出“四必检”即“检实名、检绿码、检体温、检口罩”服务
方式，全面启用智慧景区分时预约系统，并通过“5G龙门一张
屏”指挥调度系统，重点对瞬时入园人数进行监测管控，统筹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为游客出行筑牢安全屏障。③9

本报讯（记者 陈学桦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姬姣姣）
国庆中秋“双节”假日，云台山景区按照“限量、预约、错峰”
的工作要求，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科学运营、多方联动，为
广大游客带来了一个安全、有序、文明、祥和的假期。

今年以来，云台山景区推出多项活动措施，市场回暖效
果显著，8天的假期让云台山市场更加火爆，景区游客量位
居全国景区前列。其中自驾出行占85%以上。

据统计，首届山货丰收节共计“带货”四大怀药、野山
楂、山核桃等特产山货 50余万元，为游客带来全新游玩体
验的同时，也为景区周边山区农户带来真金白银的收益，助
力脱贫攻坚。

夜幕降临，璀璨的云台山夜生活吸引了20多万游客体
验。假日期间90%的游客都会住下来，特色民宿入住率达
到100%，小镇村民商家收入大幅提高。③9

本报讯（记者 张建新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王冰珂）
10 月 8日，记者从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获悉，“双
节”期间，该市共接待游客 489.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34亿多元。

“双节”前，平顶山市休闲度假年卡面向全国发行，包含
尧山、二郎山、灯台架、九峰山等 35家景区，激活后一年内
享受不限次免第一道门票待遇。

据介绍，平顶山各景区纷纷举办各类好看、好玩的文娱
活动，如三苏园的文化诗词大会、墨子文化旅游区文化节
等，吸引众多游客品鉴游玩。

此外，乡村游也十分火爆。汝州市陵头镇王湾民俗村
推出农产品展示、摄影展和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宝丰
县观音堂林站石板河村推出免门票优惠；鲁山县四棵树乡
张沟村、团城乡花园沟村的精品民宿，成为周边市民“短途
游”的热门选择。③5

本报讯（记者 王小萍 龚鸣）今年的“十一”假期，三门
峡市旅游消费呈现出以短途国内旅游为主，文旅产品更受
旅客青睐等特点。

据了解，三门峡市大部分游客以周边游、短途游、自驾
游为主，客源以本省、豫晋陕金三角等周边地区及三门峡市
市民为主。三门峡市主要旅游景区自驾游、自助游占接待
总量 90%以上，成为假日旅游主力军。乡村旅游、特色民
宿、生态田园、网红打卡地等成为不少自驾游客的热门选
择。其中，农家宾馆、特色民宿接待迎来大幅增长。

10月 1日三门峡市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开放，为
游客和市民休闲观光提供了新去处。此外，三门峡市天鹅
湖、黄河公园、陕州地坑院等传统A级景区游客络绎不绝，
不少景区推出好吃好玩又好看的特色活动。

8天长假，三门峡市共接待游客240.92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6.38亿元。③9

文旅消费快速复苏

“夜游龙门”持续升温

云台山游客量居全国前列

推出门票优惠吸引游客

短途自驾游成首选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10月 8日，省
商务厅发布的“十一”假期消费数据显
示，重点监测城市的 53家商超和餐饮企
业累计销售额、酒店住宿和观影消费等
均超去年同期。

数据显示：7 个重点监测城市的 53
家商超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营
业收入）14.6亿元，同比增长10.6%；汽车
销售同比增长4.9%；“十一”假期前4天，
在全国酒店预订量增速最快的城市中，
郑州、周口、新乡、信阳等城市的酒店预
订量同比增长超 100%；国庆档首日，郑
州市电影票房成绩超过去年同期。

据了解，为响应“2020年全国消费促
进月”活动，省商务厅组织各地结合当地
消费特点、产业优势和风俗文化特色因
地制宜举办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并取得了
良好效果。省商务厅指导阿里巴巴联合
国内主要家电品牌在省内组织开展为期
半个月的天猫优品高端家电博览会；组
织国美零售、苏宁易购、永乐电器座谈，
研究消费促进活动方案，抢抓“金九银
十”传统消费旺季，开展家电促销活动。
郑州、洛阳等地有关政府部门积极行动，
推动商贸企业在 9月 9日至 10月 8日集
中举办系列消费促进活动，通过“百城万
企促消费”，唱响“乐享消费美好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与国庆节前一周相
比，“十一”假期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总
体保持稳定。重点监测的72种生活必需
品中，价格“41涨 20降 11平”，但涨跌幅
轻微。③5

多项消费数据超去年同期

（上接第一版）
郑广建进一步解释，当前，我国正推

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扩大内
需、提振消费是战略基点。假日期间，无
论是政府、行业还是企业都在通过发放消
费券、举办特色促销活动等促成消费爆
点，以充分调动起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
势，刺激需求，为经济增长释放消费动能。

新观念重塑假日消费模式

这个长假，许昌的王超过得极其充
实，他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4位志同道合
的驴友，并订了一辆车和一位导游，好好

逛了一圈大西北。“这种定制化的小众旅
游产品非常自由，很受我们年轻人欢迎。”
王超说。

在我省，走特色路线的乡村游也格外
受热捧。据统计，假期前 7天，我省乡村
游人数占全部游客人数的 70%以上。而

“旅游+写生”“看网红桥”“赏菊花”“观红
叶”甚至购买某种特色农产品等，都成为
游客选择乡村旅行地的重要理由。

“在信息高度发达、网络平台服务日
趋多元的今天，人们更有能力也更趋向于
自由、精准地定位自己的游乐路线，这种
新观念无疑会对传统旅游市场形成颠覆，
并创造出新的服务领域。”河南省商业经

济研究所所长张进才说。
线上平台的特色服务意识也更加强

烈。据了解，假日期间，美团平台上来自
地方特色菜的订单大幅增加，美团因此针
对各地特色菜增加了介绍和服务。同时，
随着送大闸蟹、买衣服、代排队、买奶茶、
照看宠物等订单在假日普遍增多，美团也
对服务内容即时做出优化，以满足不断涌
现的新消费需求。

张进才说，无论是特色旅游还是不断
涌现的个性化服务，都证明了需求侧的消
费观念正在悄然转变，这对假日经济带来
重塑，也为商家如何在以后更好满足人民
高品质的消费需求指明了努力方向。③9

10月 7日，南阳市民在国庆主题游园游玩。国庆长假期间，该市城区处处洋溢着节日气氛，人们在欢庆中感受着祖国日新月异
的发展与变化。⑨3 高嵩 摄

国庆假期，郑州建业电影小镇的游
客同演员们一起参加快闪活动，挥舞国
旗祝福祖国。⑨3 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国庆期间7个重点监测城市

●53家商超和餐饮企业累计

实现销售额（营业收入）14.6
亿元，同比增长10.6%

●汽车销售同比增长4.9%

●假期前4天，在全国酒店预

订量增速最快的城市中，郑

州、周口、新乡、信阳等城市的

酒 店 预 订 量 同 比 增 长 超
100%

“十一”假期

“超长假期”激活消费新动能

交通盘点
乐享假日乐享假日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10月 6日，游客进入重新开放
的河南博物院主展馆，了解华夏文
明历史，乐享假日时光。⑨3 本报
记者 王铮 摄

机场

铁路

10月8日，游客在新密市溱水小镇
游玩。⑨3 本报记者 聂冬晗 摄

省商务厅发布
“十一”假期消费数据

走基层

洛阳

焦作

平顶山

三门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