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快实现预约管理、限量售票、及时公告、分时参观

对于“超载”导致的拥堵问题，中国社
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分析说，
一些景区对于门票的高依赖度决定了其
对高接待量的渴望，甚至会采取多种变通
手法去超载接待。有关部门需要加强督
查，严禁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对“超载”景
区进行处罚与问责。

专家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拥堵问
题，景区也不能仅仅根据最大承载量“一
限了之”将游客拒在门外，还应采取措施

动态监测客流量，及时发布有效信息。
魏翔结合此前调研说，目前一些山

东、山西民营景区已经能够实时播报人流
量及历史峰值，并建立快速反应系统，但
发布渠道限于景区网站，影响力较弱。建
议由地方旅游部门或协会搭建统一信息
发布平台，统筹地方景区实时流量的发
布，方便游客使用。

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等游
客抵达景区了才开始限流，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应该推广景区门票预约制，通
过提前预约、控制游览时间保证参观质量、
平衡淡旺季。安徽大学旅游系主任李经龙
建议，加快通过大数据等方式实现限量售
票、分时参观、优化路线，实现精确疏导引
流与提前预警，把好景区的“安全阀”。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景区已在信息发
布、景区限流配套措施方面进行了探索：
大年初四参观故宫的游客中网上购票接
近6万张，现场售票约2万张。故宫端门

安检通道处设置了“预约票入口”指示牌，
增开预约票专门通道，优先放行采取预约
方式购票的观众；九华山风景区与在线网
站合作，在现场只需扫二维码，便可网上
支付获得电子票，快速进入景区，减少排
队带来的人员拥挤。

“实时播报”效果不彰，“限客令”难解拥堵病

为什么一些景区采取“实时播报”“限
流”等措施，拥堵仍然难以缓解？

——信息发布渠道窄，游客难以及时
获取准确一手信息。黄山风景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游客能通过广
播和高速路、售票口的电子显示屏获取景
区客流量信息，网站和app的实时播报
目前还不能做到。

记者实地体验后发现，很难在高速路
口的显著位置看见实时流量播报，城市广

播受限于山区信号，需要手动输入才能查
询到。对于在景区售票口、换乘中心大屏
中播报的信息，游客们反映“到了大门口，
才看到有效信息，已经晚了”。

——公告客流量内容滞后、过于简
单。以四川峨眉山的微信公号与微博账
号为例，公布的有关客流量的信息主要有
两类，一类是每天傍晚的春节黄金周客流
量实时播报，实际上只是当日客流量统计
总结；一类是1月30日10点30分与16

点08分，分别发出了“高山区车票停售”
与结束“停售”的信息。“这种信息参考价
值小，游客需要的是实时动态流量播报和
提前预警性信息。”游客郝女士说。

在北京，北京旅游网是实时在线获取
景区人流量信息的主要渠道。但记者了
解到，网站公布的数据依托于景区范围内
游客手机sim卡激活数量测算，只能作为
参考，与实际人流量仍有差距。

——景区动态引导及应急能力不

足。来自四川的陆女士告诉记者，1月30
日，与大批游客在天门山滞留近四个小
时，晚上十点多还在山上挨冻，缺乏引导。

看见许多游客悻悻而归，来自江苏的
沈先生一行17人庆幸提前预订好了黄山
山上酒店，因为在限客当天四点以后，像
他这样在山上预订酒店的，便被允许上山
了。一些游客表示不太公平，“是不是以
后只有花大价钱在山上订了酒店，才能确
保上山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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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可能是过年旅游史上最热的春节。热门景区客流量爆棚导致拥堵现象频发，有的游客因堵车无

奈步行很远前往景区，有的在寒风中滞留山上三四个小时，更有游客因景区饱和限客吃了“闭门羹”——

景区假日拥堵病怎么治
2015年7月，国家旅游局公布全国

31省市5A级旅游景区最大承载量。根
据旅游法、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要
求，景区不得超最大承载量接待游客，应
对节假日制订相应流量控制预案，及时疏
导、分流游客。

记者春节期间采访发现，一些景区多
次超载，导致游客拥堵现象频发。根据最
新统计数据，长假期间，湖南张家界天门

山景区、凤凰古城和安徽天柱山、九华山
等热门景区再次“超而不限”。

国家旅游局 12301 公共服务官方
微博提示，1月30日、2月 1日，湖南张
家界天门山已两次发生游客滞留现
象。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责成假日
旅游工作机构联系并督促湖南省旅游
委采取有效措施分流游客，确保游客安
全和游览质量。

记者调查发现，与“超而不限”不同，
一些热门景区选择“超了就限”，“限客”

“截流”之下仍然难解游客扎堆拥堵难题。
“预计人多，但没想到这么多，5公里

路程开了1个小时。”大年初四，江苏游客
凌小媚一家五口来到安徽黄山自驾游，还
未下高速就堵得水泄不通。1月30日，
从北京千里迢迢而来的印先生，却连黄山
景区大门都没有进去。“乘坐的大巴在高

速上被堵，我们只能下车步行，走了一小
时到游客换乘中心，才听到广播通知‘因
景区饱和停止售票’。”

假日拥堵已成常态。北京各大公园
在大年初一之后迎来游园高峰。大年初
四，颐和园一早就迎来各地旅游团队，而
稍晚开车来的李韵，由于找不到停车位，
只好把车停在离园两公里外的昆明湖东
路后步行前往，“天很蓝，心情很崩溃”。

有的景区超载拥堵，有的游客被限流在景区门外

早春花香
醉游人

2 月2 日，游人在福州花海公园盛开
的油菜花田赏花。

近日，福建省福州市天气宜人，花海
公园近百亩油菜花提前盛开，吸引不少游
人前来赏花。

新华社

新华社天津2月2日电 立春是农
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通常2月
4日是立春的正日子，但是今年的立春却
是2月3日。天文专家表示，3日立春很
罕见，上一次发生在1897年，距今120
年，而再下一次则发生在2021年。

据了解，24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即

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
的。视太阳从春分点（黄经零度，此刻太阳
垂直照射赤道）出发，每前进15度为一个节
气；运行一周又回到春分点，为一个回归
年，合360度，因此分为24个节气。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史志成介绍，一个回归年的长度是

365.2422天，因此每个节气在公历年中
的时间段平均约为15.25天，其起始日期
大体上也是固定的。但太阳的周年视运
动并不均匀，而且历年的长度也不同，平
年365天，闰年366天，因此节气的具体
时间就会有微小的变化。

对于同一个节气，每年都要比前一年

滞后6小时或5小时，遇到闰年则要在此
基础上提前24小时。这样，在日期上的
反映是，同一个节气在平年与前一年保持
不变或滞后1天；在闰年与前一年保持不
变或提前1天。这样一来，同一个节气的
起始点就有3个不同的公历日期。以立
春为例，就有2月3日、2月4日和2月5
日这三种情况。

史志成表示，1900年－2000年这一
百年统计显示，立春只有2月4日和2月
5日这两天，没有2月3日，而本世纪100
年的统计显示，立春只有2月3日和2月
4日这两天，没有2月5日。

鸡年“立春分两头”属正常现象
天文专家说，上一次发生在120年前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冬春季是
呼吸道传染病高发的季节。国家卫生计
生委专家提示，应勤洗手，给居住环境多
通风，并少接触禽鸟，科学预防H7N9流
感。

H7N9流感是由H7N9流感病毒引
起的人类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

H7N9流感病毒的病人会出现发烧、咳嗽
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一般起病较急，
体温大多持续在39℃以上。

预防H7N9流感的关键在于管理好
自己的行为，国家卫计委专家提示：勤洗
手，接触禽鸟类或其粪便后要及时用肥
皂和流动水洗手，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

摸眼鼻；保持环境卫生，注意生活工作环
境的清洁、通风；少接触禽鸟，在日常生
活中应避免接触病死禽类，尽量避免直
接接触活禽类、鸟类或其粪便，特别是避
免儿童与禽类接触；不要购买活禽自行
宰杀；禽肉、禽蛋须煮熟煮透后再食用；
病死禽类应作深埋或焚烧处理，禁止加

工或食用。生熟分开，处理生肉和熟肉
的砧板、刀具及器皿要分开使用，避免混
用。

发热咳嗽早就医，如出现高烧、咳嗽、
呼吸困难等症状，特别是接触禽鸟后出现
上述症状，应尽快就医，并佩戴口罩，在医
生指导下治疗用药。

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国家流感中心
主任舒跃龙说，各地应结合当地疫情特点
和活禽流通管理现状进一步加强公众健
康教育。群众应主动关注疫情动态信息
及权威机构和专家的指导，保持健康的心
态，不恐慌、不听信谣言。

节日禽流感迎来高发期
专家支招：洗手通风少接触禽鸟

伊试射导弹
引起美国强烈反晌

新华社华盛顿2月1日电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迈克尔·弗林1日说，伊朗试射导弹等行为破坏中东局势
稳定。

弗林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伊朗近期进行了导弹试射，
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还
对阿联酋和沙特船只实施攻击，这些行为破坏了中东地区
局势稳定，对美国盟友和伙伴国构成威胁。

弗林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极力反对奥巴马政府与伊朗
达成的多项协议，称这些协议“软弱且没有效果”。

伊朗国防部长达赫甘1日证实，伊朗军方最近进行了
导弹试射。他表示，此次导弹试射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前
提下实施的，是伊朗军事防御措施的一部分。导弹试射并
不违反伊朗核协议精神，伊朗相关计划和决定不会受到任
何国家左右。

伊朗去年多次试射弹道导弹，一些西方国家指责伊
朗试射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伊朗则反驳
说，伊朗有权研发防御性武器，而且弹道导弹试射与核武
器无关。

美联储暂不加息
大宗市场“波澜不惊”

新华社北京2月2日电 北京时间2月2日凌晨，美联
储公布2017年首份决议声明,表示将维持利率不变。受此
影响，黄金、美元等资本品价格大幅波动，而其他大宗商品
价格相对稳定，“波澜不惊”。

美联储发布声明后，美元指数跳水，缩减了当日约
0.3%的升幅，随后一路下行。截至北京时间2日上午11时
30分，美元指数在99.53点位附近，较1日高点100.05点跌
幅达5.1%；纽约黄金报价在1217美元附近，较1日低点
1195.9美元涨幅超过1.75%。

相比之下，其他大宗商品市场表现相对稳定。有色金
属、农产品等商品价格仍维持小幅区间波动。此前，永安期
货研究所所长张逸尘指出，由于过去四年间，全球大宗商品
市场陷入低谷，贸易融资等杠杆化行为大幅减少，大宗商品
价格已回归至供需基本面占主导。2016年国内大宗商品
价格快速上涨带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也主要受
供需因素影响。

分析师普遍指出，当前市场避险情绪影响的商品价格
变化主要集中在黄金，原油价格也已回归由供需关系决
定。除非货币市场出现较大幅度调整，否则供需关系仍是
影响大宗价格变化的主要因素。

市场人士认为，缓慢加息仍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基调，
下一次加息时间窗口最早在6月14日的美联储议息会
议。届时，市场将会迎来一次“期中考试”。

潘基文宣布
不参加韩国总统竞选

新华社首尔2月1日电 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1日
表示，他将不会参加韩国下届总统竞选。

潘基文在韩国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将“收
回”主导国家政治变革、实现国家统合的政治意向。

他表示，自己对韩国政界部分人因循守旧以及狭隘的
利己主义非常失望，认为与他们同行毫无意义。

潘基文卸任联合国秘书长后，今年1月12日回到韩
国。他此前一直没有就自己是否参加下届总统选举明确表
态，不过韩国舆论一直把他视作下届大选的潜在参选人之
一。

韩国按照原计划将在今年12月举行总统选举，但受总
统弹劾案影响，选举有可能提前举行。韩国国会去年12月
9日通过针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宪法法院按相关程序
需在180天之内作出最终裁决。按照规定，如果宪法法院
裁定弹劾成立，韩国要在60天之内举行大选。

湖北法院机关

完成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任务
新华社武汉1月31日电 记者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

院获悉，湖北法院机关深化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正高效司
法，目前已全面完成中央司法体制改革试点任务。

湖北是全国首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之一。试点过
程中，湖北法院机关坚持把改革作为破解发展难题、规范权
力运行、促进公正司法的根本出路。通过改革，湖北遴选首
批入额法官4911名，法官的年龄结构、学历层次得到优化，
建立起以法官为主，法官助理、书记员为辅的审判团队。深
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出台法官办案责任、审判业绩评价等规
定，将办案质效作为法官评先评优、晋级晋职的重要依据；
强化院、庭长办案职责。

针对司法责任制改革后审判权力运行的新特点，湖北
推动审判管理从微观的个案审批、文书签发，向宏观的类案
指导、质效监管转变；健全法官联席会议、问题案件清单以
及合议庭、审委会研究案件规则等制度，加强对审判权的监
督制约。同时，配合有关部门，湖北法院机关完成省以下人
财物统一管理改革。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介绍，湖北还配套推进
了其他司法改革：开展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黄
石等试点法院推动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
制度，推进庭审实质化；扩大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将危险
驾驶、集资诈骗等罪名纳入改革试点，促进量刑均衡；开展
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审结相关案件6935件，无一发回重审，
85%的案件在10天内结案，办案周期大幅缩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