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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春节 看大
过年有啥新变化？数据

8273208

新华网消息 2019 年春节 7 天假期结束，记者通过大数据
盘点春节的新变化。

【交通】全国共发送旅客 4.21 亿人次，民航增长最快
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国共发送
旅客 4.21 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0.35% 。 其 中 ，铁 路 6039.1 万 人
次，增长 5.8%；公路 3.38 亿人次，
下降 0.8%；民航 1258.6 万人次，增
长 10.6% ；水运 1022.3 万人次 ，下
降 3.2%。
2 月 10 日（正月初六）为今年
春运开始以来客流最高峰，当日共
发送旅客 9551.6 万人次，比去年春
节同期增长 0.1%。记者从中国铁
路总公司获悉，2 月 11 日，铁路客

流保持高位运行，全国铁路预计发
送旅客 1223 万人次。为应对返程
客流高峰，全国铁路继续加大运力
投放，
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1151 列。
南昌铁路局集团车辆段负责人
告诉记者，今年春节“反向春运”影
响明显，春运单向固定流动模式发
生了明显变化，
这给运力调度、安全
保障都增加了不小压力。
据悉，在总运量稳步增长的情
况下，春节期间未发生重大突发事
件和严重拥堵、旅客滞留情况。

【餐饮】年夜饭火爆，外卖受欢迎
【消费】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首次超万亿元，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
据商务部监测，2 月 4 日至 10
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
额约 1005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
周增长 8.5%。
2019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
商品市场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买年
货、吃年夜饭、逛庙会等传统消费红
红火火，年节礼品、传统食品、新兴
电子产品、地方特色产品销售增长
较快，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
费、智能消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春节黄金周期间，
传统年货、绿
色食品、智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
地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快增
长。集购物、餐饮、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的购物中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
态受到消费者青睐。

生鲜产品成为今年春节快递配
送最火爆的商品之一，179 个城市
生鲜商品可以次日达。除了对美食
的
“高需求”
外，
今年春节期间，
消费
者对生活用品的需求也明显提高。
据苏宁数据显示，过去，过年家里添
置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大件，
现在，
中央集成家电品类独领风骚，春节
期间销售同比增长 100%。特别是
在“新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的装修
客户选择中央空调、新风、全屋净水
等集成类舒适家电。
春节期间，快递小哥们仍在给
千家万户送达年货包裹。天猫“春
节不打烊”送货量最多的前十大城
市分别是上海、北京、杭州、广州、深
圳、成都、苏州、武汉、天津和宁波。

境外抗癌新药审批提速
满足我国癌症患者急需
新华网消息 11 日召开的国务院
常务会议提出，加快境外抗癌新药注
册审批，满足患者急需。
我国药品审评审批改革扭转了国
际治疗癌症新药在国内上市要迟滞 5
至 8 年的局面。2018 年，国家药监局
批准的 48 个新药中，18 个是抗肿瘤
药，其中有 13 个为进口新药。专家表
示，这些“救命药”快速上市，正是得益
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
和优先审评审批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去年以来，国家药监局加快境外
已上市临床急需新药在境内上市。经
申请人研究认为不存在人种差异的，
可提交境外取得的全部研究资料等直
接申报上市。
会议提出，组织专家遴选临床急
需境外新药，完善进口政策，促进境外
新药在境内同步上市。
专家表示，
当前药品审评的价值取
向是以患者为核心。药品审评要以患者
为中心，
以临床需求为基础，
以疗效实证
证据为标准，
满足高质量发展需求。

以获批的转移性结直肠癌治疗药
物呋喹替尼胶囊为例，这是中国医药
产业创新的成果。作为境内外均未上
市的创新药，呋喹替尼胶囊于 2017 年
9 月获得“优先审评”资格。另外，恒瑞
的乳腺癌治疗新药吡咯替尼、正大天
晴的肿瘤治疗药安罗替尼、前沿生物
的抗艾滋病长效融合酶抑制剂艾博韦
泰、石药集团的国内首仿药白蛋白紫
杉醇等，均符合优先审评资格，获得快
速批准上市。
2019 年，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
改革还将继续深化，进一步落实癌症
治疗药物研发和上市的激励政策。取
消部分进口药必须在境外上市后才可
申请进口的申报要求，鼓励全球创新
药品国内外同步研发，吸引更多癌症
治疗药物在我国上市。
会议还提出，从 3 月 1 日起，对首
批 21 个罕见病药品和 4 个原料药，参
照抗癌药对进口环节减按 3%征收增
值税，国内环节可选择按 3%简易办法
计征增值税。

年夜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春
节餐饮市场主角，大众化、特色化餐
饮受到青睐。各地餐饮企业年夜饭
预订火爆，天津重点监测的 36 家餐
饮企业共预订年夜饭 1.2 万桌，同
比增长 5.3%；江苏扬州重点餐饮企
业预订年夜饭 4000 余桌，近 4 万人
除夕夜“下馆子”。春节期间，北京
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

10%以上。
春节期间，
不少外卖平台仍然提
供服务。据美团外卖2019年夜饭消
费报告显示，同比去年除夕，外卖订
单涨幅达 107%。一些工序复杂或
难以自制的菜肴，
如今通过外卖走向
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这不仅是人们生
活水平提高的表现，
也是互联网为日
常生活带来的便利与改变。

【电影】电影票房创 58.4 亿元，
春节档观众满意度得高分
国家电影局初步统计，
2月4日至
10 日，
中国电影票房达 58.4 亿元，
观
影人次达1.3亿。其中，
2月5日的单
日票房达 14.43 亿元，
刷新了去年正
月初一12.68亿元的单日票房纪录。
《流浪地球》
《疯狂的外星人》
《飞驰人生》分别以 20.1 亿元、14.49

亿元、10.43 亿元票房成为前三甲。
根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全国电
影观众满意度调查结果，今年春节
档观众满意度得分 83.9 分，获“满
意”评价，这是自 2015 年开展调查
以来春节档中的最高分，同时也是
全部 27 个调查档期的第二名。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改进型正在研制
预计 2020 年底首飞
新华网消息 记者从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八院了解到，为满
足中型载荷的发射需求，
八院正
在研制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通
过捆绑 4 枚固体助推器，进一步
提高运载能力，预计于 2020 年
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
院商业发射的主力军，
具有运载
能力适中、整流罩空间大、环境
条件优、发射周期短、配套专属
发射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于
2015 年 9 月和 2017 年 11 月以
一箭 20 星和一箭 3 星的方式圆
满完成两次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 米，
为 三 级 构 型 ，起 飞 质 量 约 103
吨，700 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载
能力为 1 吨，支持单星发射、多
星发射和搭载发射。通过水平

整体测试、水平整体星箭对接、
水平整体运输起竖的“三平”测
发模式，可完成各类航天器的快
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执行经理丁秀峰介
绍，针对当前日益增长的商业发
射需求，长征六号可为卫星配套
多种标准化、
通用化、
产品化和系
列化的星箭分离装置，可为国内
外商业用户提供
“专车、拼车、顺
风车”
等多种灵活的服务模式，
并
将通过整流罩型谱扩充、流程优
化等系列技术改进，进一步增强
市场竞争力，为商业发射提供更
为方便、
快捷、
全面的服务。
不久前，航天科技集团所属
长城公司与阿根廷 Satellogic
公司签署了多发发射服务合同，
将用长征六号与长征二号丁共
同为其发射共计 90 颗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