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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婧 杨艺）10月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我市各文化单位获悉，今年国庆长假中，我市的文化消费与文化
活动成火热状态。

10万人参观三峡博物馆

随着人们对文化生活要求的提高，博物馆成了人们假日期
间的重要选择。记者了解到，10月1日至10月8日，三峡博物馆
的参观人数超过10万；包括白公馆、渣滓洞、红岩革命纪念馆在
内的红岩景区，游客接待量达63万余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0

万余人次；9月30日正式开馆的奉节县夔州博物馆，在假期中游
客接待量近两万人次。

重庆书城每天售书5万册

与此同时，读书也是人们的一大文化选择。重庆日报记者
了解到，解放碑重庆书城在假期中平均每天接待读者约3万人
次，平均每天销售书籍约5万册。重庆的不少书店都挤满了学
生和白领族。口碑数据显示，国庆中秋期间重庆的书店消费对
比节前增加了89％。非遗也成为假期文化消费的亮点，在沙坪

坝区三峡广场举办的非遗精品展观看人数达8万，销售额达
75000元。

电影票房是平时的5倍

此外，电影大片扎堆，成为市民长假期间文化娱乐消费的一
大选择。淘票票数据显示，长假期间，全国票房是平日的4.1倍，
而重庆更是平时的5.1倍，《羞羞的铁拳》《英伦对决》《追龙》成为
票房前三。其中，重庆电影票房有13％是游客贡献的。重庆市
川剧院在10月1、2日举行的川剧表演，吸引了近千人观看。

10月8日下午6时，国庆假期最后一天，G75巴南收费站过
往畅通。当日15：30，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高速公路路网监控
中心看到，G75渝黔、G93等多个主城主线收费站进城方向，车
辆都有序进入收费站，没有出现排长队的现象。

本报记者郑宇、杨永芹摄影报道

返程高峰主城收费站
未出现大拥堵

本报讯 （记者 韩毅）长假期间，重庆游客国内游、出境
游同样表现不俗。“一带一路”、免签、汇率是市民“走出去”的三
个重要因素。

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长假期间，境外航线的价格比平时
要贵一倍以上，如重庆至东南亚的平均机票含税价格达到3422
元，而淡季价格仅为1500元左右，但这丝毫没有挡住重庆人出
国游玩的脚步，长假期间出游人数同比增长20%左右。

市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长假期间，重庆出境旅游人数大
幅增长，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海岛游是市民青睐的
出境线路，其中通过国际直航或包机航线出境旅游人数占比
大。出境旅游目的地前十位国家和地区为：泰国、香港、日本、
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俄罗斯、澳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出境游最爱去泰国

纳入市旅游局统计直报点的
14家五星级饭店的房间租价、客
房入住率、客房收入和餐饮收入
全面增长，分别增长5.6%、4.6%、
8.6%和15%。

数读
重庆长假
长假期间，全市共接待境内

外游客3418.63万人次，同比增
长 21.12%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123.07亿元，同比增长34.68%

全市手机漫游共2948.22万
台次，同比增长4.62%。入渝漫
游1215.47万台次，前5名是：川、
粤、黔、鄂、浙。离渝漫游1732.75
万台次，前5名是：川、粤、黔、浙、
鄂。

离港航班3339架次，离港旅
客44.45万人次；到港航班3339
架次，到港旅客46.19万人次。铁
路发送列车1753车次，发送旅客
149.55万人次；抵达列车1753车
次，抵达旅客133.94万人次。公
路发送车次50718班，发送旅客
112.56 万人次；抵达车次 37498
班，抵达旅客90.42万人次。

纳入市旅游局统计直报的11
个“百万游客俱乐部”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221.12万人次，同比增
长8%；实现门票收入9186.21万
元，同比增长7.13%。

温泉旅游接待超过50万人
次，红色旅游歌乐山烈士陵园、江
津聂荣臻元帅陈列馆和开州刘伯
承元帅纪念馆分别接待游客
57.14万、3.32万和5.8万人次。

旅行社共组接团16985个，组
接 人 数 75.82 万 人 次 。 组 团
14754个，同比增长63.73%；组团
人数 24.1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88%。接团2231个，同比增长
27.07%；接团人数51.63万人次，
同比增长19.62%。

三峡签约游轮共始发游轮61
班，接待游客15468人，同比增长
29%；三峡旅游金三角地区共接
待游客170.2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31%。

7.05亿人次出游，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零售和餐饮8天
销售额达1.5万亿元……“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在这个盛大
的消费狂欢里，在线预订住宿、餐饮、景点门票，出行无需排队取
票，刷脸支付购物、吃饭，互联网与传统行业碰撞让购物、出行、
旅游更轻松便捷。

7.05亿人次国内游

国家旅游局数据显示，1日至8日，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
7.05亿人次，实现国内旅游收入5836亿元。国家旅游局出境团
队游系统及网络大数据显示，预计假日期间出境游客数将超过
600万人次，其中团队游客64.19万人次。游客从近300个城市
出发，到达全球88个国家和地区、1155个境外城市。

观展览、赏民俗、看演出、自驾游等成为众多民众青睐的度
假方式。游客更注重旅游的品质。国家旅游局调查显示，黄金
周期间选择自己组织出游的受访者占总受访人数的54.3％。

游客越来越多地选择使用导游APP服务。这类APP会自
动播放各景点导游信息，有多种语言和风格讲解，还有个性化景
区手绘地图自动记录旅游轨迹。

据统计，在这个黄金周，使用驴迹电子导游的游客突破百万人次，
同比增长140％。目前，驴迹导游APP已经上线国内900多家景区。

科技助力7亿人次出行更便捷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日至7日，全国公路旅客运输量达
5.61亿人次；根据铁路总公司数据，1日至7日，共发送旅客
8755.9万人次。

一些智慧出行服务让游客感受到了便利。在一些高铁站，旅
客只要在指定位置扫描身份证和车票，并在机器前“露个脸”，闸
门就会自动开启。这个假期前，武汉火车站启用了32条刷脸进站
通道，人工进站通道仅保留10个，极大加快了旅客进站速度。

7日上午，还在赶去广州白云机场的路上，西安游客杨女士
就使用“机场通”办好了值机。“机场通”是白云机场在今年9月
28日推出的最新服务。半个月前，南航、国航、深航、重庆航等4
家航空公司率先在白云机场使用扫描电子登机牌二维码过安检
和登机服务，为旅客省去了排队打印登机牌的时间。

科技也在帮助公路出行的人们节约时间。高德节前发布了
《十一全民出行大数据预测》，对全国高速拥堵的时间段进行了预
测。这是基于该公司全国7亿用户累积的海量交通出行数据计算

得出的，能帮助旅客更好地规划行程。同时这些数据跟全国80多
个交管部门实现了共享，帮助警方更好安排疏导交通的警力。

零售和餐饮8天销售1.5万亿元

商务部数据显示：1日至8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
售额约1.5万亿元，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十一黄金周增长10.3％。

第三方平台引领餐饮线上线下融合，智能支付成为餐饮消
费新潮流。在位于江苏南京的“苏宁体育biu”店里，市民王女士
体验了一把无人购物：下载苏宁金融APP，绑定银行卡，刷脸进
店。挑完商品经过付款通道，姓名、价格出现在支付屏幕上并自
动完成扣款。“整个支付时间约15秒，不用排队，很方便。”她说。

不少商场推出的智能试衣“魔镜”也是吸粉的一大利器。站
在“魔镜”面前，消费者只需对镜比划手势，就能实现人机交互，
将衣服“穿”在自己身上。而且，“魔镜”还可以同步推送试穿效
果、产品介绍、相关搭配等。

专家表示，个性化、多样化、品质化渐成消费新时尚，供给创
新、线上线下融合、移动支付进一步拓展了消费增长新空间，消
费供需结构升级有力增强了城乡居民获得感和幸福感。

（记者周科、于佳欣、齐中熙、赵文君、马晓澄、赖星）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7.05亿人次出游
零售和餐饮销售1.5万亿元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假日期间，大众旅游需求旺盛，全域旅游如火如荼，各地旅
游接待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

旅游市场“蛋糕”不断增大的同时，旅游消费结构朝着个性化、
品质化的方向升级。从观光到休闲、从景点到全域，游客需求更多
样、眼光更挑剔。注重体验和休闲的体育健身游、科技游、康养游、
美食游以及乡村农事活动等，受到越来越多游客青睐。

精品景区、民宿旅游扮靓乡村旅游。国庆假期，杭州西湖客
流量与往年相比略有下降，而周边县市游客量上涨明显，表明游
客开始注重旅游品质，选择到非热门旅游目的地错峰旅游。

随着高铁和高速公路网的完善，自驾游取代团队游成为主
流，告别了“走马观花”旅游时代，快旅慢游正在成为新的旅游方
式。假日期间广大游客纷纷选择阖家出行，旅游让家庭更凝聚，
让生活更幸福。

携程网大数据显示，假日出游人群中，亲子游客预计占总人
数比重为32％，家庭游客预计占总人数比重为42％。爱彼迎网
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国内共享住宿预订量增长126％，旅游由走
马观花走向深度体验，“客流”消费向“客留”消费转变。

（据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

假日旅游 幸福产业成色十足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看全国>>

文化市场消费火热

本报讯 （记者 杨艺）今年国庆中秋长假，位于杨家坪西
城天街的重庆首家京东之家里，人流涌动。在130平方米的店
面内，年轻人体验着平衡车、智能音箱、VR眼镜等高科技，学生
们读着电子书、图书，儿童则在儿童游乐场区玩耍……随着消费
趋势的改变，在重庆，正不断出现着线上线下融合的新零售业
态，进一步丰富人们的消费。

“在网上买东西，缺乏体验，很多东西不知道合不合适；去实
体店，不少新潮的东西没有，有的价格又比网上贵。以前总是在
线下体验了再去网上找，而现在这种线上线下一体的购物方式，
则方便多了。”前来京东之家体验的市民张丽说。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在京东之家，布局有休闲旅行、女人心、
健康生活等多个场景，吸引不少消费者体验。而一旦消费者体
验后需要购买时，只需扫描价签上的二维码，即跳转到京东APP
页面，从而实现线上线下同价购买。

同样践行新零售的，还有苏宁。国庆前，苏宁观音桥生活广
场重装后全新亮相。不少市民发现，过去苏宁主要是一个电器
商城，而新的苏宁已变身为集体验、服务、购物于一体的互联网
智慧零售门店。

“进去后，发现不光是购物，还有精致美食、书吧阅读、烘焙

体验等。本来是去体验下烘焙，没想到最后下单了一套烘焙工
具。”市民李女士说。

事实上，像苏宁这样通过布局多元复合业态拉动消费，成为
不少企业发展新零售的一大选择。

重庆本土资格最老的专业家电卖场——商社电器解放碑商
场，改造升级后于9月22日重新开业。改造后的商社电器展现
了更多新零售场景，如烘培教室、电竞、VR、智能家园、网咖，同
时还提供中央空调、中央新风、中央采暖、中央净水、智能家居系
统等全屋整体解决方案。

“升级后的商社电器不同于过去传统的实体店，它融入了更
多科技和智能元素，且业态更为多元，以带给市民新的消费体
验。”重庆百货电器事业部负责人介绍。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新零售时代，企业将以实体门店、电子
商务、移动互联网为核心，通过融合线上线下，实现商品、会员、
交易、营销等数据的共融互通，从而向顾客提供跨渠道、无缝化
体验。在新零售复合渠道之下，纯电商拥有强大的数据后台以
及便利的线上服务的同时，越来越强调环境及人的服务，开始打
造线下的阵地；而传统零售商则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来增强购物
体验，逐渐用技术优化服务，从而提升消费体验。

“新零售”带来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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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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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公安机关每日投入警
力 2.6 万余人，全市刑事类警情
同比下降16.9%，确保了节日期
间全市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
良好。

重庆交巡警共出动警力3万
余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19.45 万起，其中超速、超员、超
载、疲劳驾驶、酒驾等严重交通违
法行为近1.09万件，实现道路交
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大幅下
降，未发生一次死亡5人以上的较
大事故，未发生因管理不到位导致
的长时间大规模严重拥堵。

全市主要商圈和重点监测的
商贸企业共实现零售额 72.9 亿
元，同比增长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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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毅 周松 张珺 杨艺

看消费>>

10月7日，大足石刻宝顶山大佛湾景区游人如织。 特约摄影 罗国家

川剧《新辕门》在长假期间上演。 记者 夏婧 摄

10月5日，渝中区新华书城，孩子们在书店内看书。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