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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年春节档

电影票房再创新高
2月17日，观众在北京前门的保利

国际影城观看电影。
据全国电影票务综合信息管理系

统初步统计，截至2月17日17时，2021
年春节档电影票房达 75.44 亿元，继
2019年59.05亿元后，再次刷新春节档
全国电影票房。同时创造了全球单一
市场单日票房、全球单一市场周末票房
等多项世界纪录。

据新华社

8210亿元！

春节消费 劲十足

游客在上海外滩等待搭乘观光巴士。 据新华社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春
节消费“牛”劲十足！据商务部监
测，2月11日至17日，全国重点零
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8210
亿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28.7%，比2019年春节黄金周增
长4.9%。

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春节黄金周，面对疫情防
控和就地过年的新形势新情况，
全国消费市场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新变化——

商品消费备受青睐。春节期
间，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的珠
宝首饰、服装、通讯器材、家电数码
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60.8%、
107.1%、39.0%和 29.9%，部分电
商平台健身器材销售同比增长

49%。大型支付机构监测零售商
户销售额同比增长76.5%。据有
关机构监测，全国10个一二线城
市购物中心日均客流量同比增幅
超200%。

新型消费表现亮眼。疫情防
控带动安全、智能消费迅速壮大，
无接触交易服务加快发展，网购年
货、数字红包等消费方式成为今年
春节新潮流。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
指导开展的“全国网上年货节”，假
期前6天网络零售额超1200亿元。

餐饮消费红红火火。春节期
间，大型支付机构监测餐饮商户
销售额同比增长约1.3倍，部分外
卖平台线上餐饮消费额增长2倍
以上。一些老字号餐饮企业也加
快上线上云，北京部分餐馆外卖

销售增长1倍以上。
就近休闲广受欢迎。就地过

年带火本地游、周边游、短途自驾
游，各地公园、景区、博物馆、电影
院等休闲娱乐场所客流量明显增
长，城市郊区度假酒店、民宿等预
订火爆。有关数据显示，春节期
间北京延庆、密云、怀柔等郊区住
宿消费额同比增长3倍以上，上海
崇明、青浦、嘉定等郊区住宿消费
额增长2倍以上。

生活必需品量足价稳。据商
务部对全国36个大中城市重点零
售企业和百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监测，2月17日粮食零售、批
发价格比节前（2月10日）分别下
降0.1%和0.4%；猪肉零售、批发
价格分别上涨0.4%和下降1.5%。

牛年春节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
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雨水节气，三候
十五天左右时间，我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
升到 0℃以上，在气象意义上进入春天。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油菜、冬麦普遍
返青，万物萌动生长。我们要与时偕行，
踏进人勤春早的耕耘季节。

“七九八九雨水节，种田老汉不能
歇”。在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牛年之春，首
先要抓好农业生产。稳住农业基本盘、
守好“三农”基础是应变局、开新局的“压

舱石”。雨水节气前后，从华南到华北，
油菜、冬麦等普遍返青生长，正是小春管
理、大春备耕的关键时期。俗话说，人误
地一时，地误人一年。要抓好早稻冬小
麦春播春管，牢牢把住 2021 年粮食安全
的主动权。特别要强调，今年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起步之年，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
村工作第一位的任务，春耕可以说是第
一役，也是一个最好抓手。在这个乡村
振兴的春天，一定能够“春种一粒粟，秋

收万颗子”。
一年之计在于春。今年是“十四五”

开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第一年。百年沧桑、百年辉煌，
在又一个“21年春天”，我们要有争分夺秒
的急迫感。历书显示，这个辛丑牛年特别
短，全年354天，比上个农历牛年和下个农
历牛年都少30天；天文数据也显示，目前
时间的流逝比过去半个世纪任何时候都
要快，地球自转速率为50年来最高。这些
都是地理天文的自然变化，而我们中国文

化追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讲究自然规
律、生活规律、生产规律的和谐，崇尚“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我们就是要以
牛年牛劲牛精神，咬定目标不动摇，争分
夺秒，只争朝夕，为第二个百年目标实现，
开一个牛气冲天的“牛头”。

牛开丰穗景 雨动辛丑春

爆竹声声迎新年。面对疫情防控常
态化的要求，就地过年成为不少人开启农
历牛年的特殊方式。志愿服务、公筷公
勺、文明旅游……各地文明实践蔚然成
风，文明成为多个城市牛年春节的新时
尚。文明，让春节生活更芬芳。

“志愿红”温暖“春节红”

从2005年摘得首届全国文明城市桂
冠至今，厦门已连续六届揽获全国文明城
市称号。志愿服务是文明城市创建的重
要内容。厦门，活跃着81万余名注册志
愿者，时时处处都有人在奉献光与热，展
现一座文明城市应有的文明自觉。这个
春节，在厦门，“志愿红”让“春节红”更温
暖。

“来，小朋友们，我们先把这张红色的
纸对折，然后根据黑板上展示的‘春’字的
线条，用铅笔勾勒出来……”大年初四，位
于前埔村的新厦门人图书馆多媒体室内，

“留厦过年”的20个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正
在志愿者夏军的指导下，剪“春”迎新春。

前埔村居民以外来务工人员为主，新
厦门人图书馆于2019年9月开馆，负责人
陈伟介绍，春节期间，图书馆除了照常开
馆以外，还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开展了
包括赠书、影片展播、全家福拍摄、公益课
程等活动。

留在厦门过年的小学五年级学生陈
笑涵告诉记者，她一周至少来图书馆四
次，“我很喜欢这个图书馆，因为能在这里

学习到很多东西。”
“今年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留‘厦’过

年，我们就专门设计了这些活动，一方面
希望丰富孩子们的寒假生活，另一方面也
想让家长们能安心工作。”陈伟说。

在厦门的百年商业步行街中山路上，
一群“红马甲”活跃在文明旅游宣导志愿
服务点，其中包括十岁的王艺璇。

“我的角色是文明小导游，主要是对
游客进行文明宣导，比如垃圾不落地，劝
导游客不能在步行街吸烟等等。”王艺璇
说，她在这里已经服务4年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义工协会会长王
忠武介绍，中山路志愿点在2013年成立，
率先创新开启了亲子义工服务。

“春节大家都讲究仪式感，对我们志愿
者来说，过年穿上红马甲，全家参加义工活
动，这就是最有意义的春节。”王忠武说。

公筷“夹”起健康

春节期间，在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荷
花街道，欧颜一家五口坐在餐桌前，摆好
碗筷后，她利索地取出一份公筷公勺，这
才正式“开动”。

欧颜家从去年3月初开始使用公筷
公勺，刚开始一家老小不习惯，有时也会
忘记用公筷，或者不小心把公筷、私筷拿
混了，后来慢慢就习惯成自然了。“现在全
家已经形成了使用公筷的氛围，就连女儿
从幼儿园回来，也会‘教育’家长，要求大
人们正确使用公筷。”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戴口罩、勤洗手、
少外出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衢州市顺
势而为，在全市开展以公筷公勺为重点，
掀起衢州有礼“文明好习惯”养成行动，最
大可能切断病毒传播途径。

衢州市文明办主任郑小龙介绍，早在
2018年，衢州市文明办、衢州市餐饮行业
协会就向全体市民和餐饮单位发出了“夹
菜用公筷”“每桌有公筷”“主动用公筷”倡
议。但要让文明行为从倡导变为群众接
受的自觉行为，还需要通过法治规范和引
导。

2020年5月，《衢州市文明行为促进
条例》经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施行。《条
例》首次明确把用餐时使用公筷公勺，列
为餐饮服务机构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同
年5月26日，衢州江山市开出了全国首张
未配备公筷公勺罚单。

2020年以来，衢州组织餐饮单位普
遍开展“使用公筷”培训教育，餐厅、食堂
承诺100%提供公筷公勺，鼓励有条件的
餐厅实行分餐分食制，家庭聚餐主动使用
公筷公勺，以身示范向身边亲朋好友宣传
使用公筷公勺。目前，当地1500多个村
庄积极响应，将使用公筷公勺写入村规民
约。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

初春，湖北十堰多处樱桃花已悄然开
放。大片粉白相间的樱桃花，环绕着错落
有致的村舍，一幅生动的田园画卷在眼前

铺开，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记者发
现，各大景区秩序井然，游客文明旅游蔚
然成风。

戴口罩、扫描“健康码”、测量体
温……为了应对春节假日的人流，十堰各
大景区强化了疫情防控。记者发现，景区
各处都有工作人员和疫情防控志愿者，及
时对游人不规范佩戴口罩、聚集等行为进
行劝诫。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近几年，不论是
在武当山景区，还是在四方山森林公园等
景区，显眼位置均张贴着文明旅游等公益
广告，时刻提醒游客文明出行。

除了营造宣传氛围，近年来，十堰市
不断壮大旅游志愿者队伍，发动全社会力
量，共同为文明旅游添砖加瓦。来武当山
旅游的游客，总能看到景区“小红帽”志愿
者搀扶老人的温馨场面。

十堰市坚持把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
式作为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容，
引导全市人民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
式。全市16.6万名党员干部每周到社区
报到，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养犬扰民、横穿
马路、乱停乱放、乱摆摊点等现象，开展常
态化文明劝导。去年，十堰市以地级市综
合成绩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摘得“全国文明
城市”桂冠。

心中有文明 生活有幸福
——文明实践让春节更芬芳

农业农村部

部署冬麦区抗旱保苗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据中国气象局预计，2

月份冬麦区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旱情可能持续发展。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派9个专家工作组赴冬小麦主产省
份，指导农民科学抗旱，同时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
业农村部门强化指导服务，推进科学抗旱。

记者日前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0年12月以来，
冬麦区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少5至8成，加之风力较大，土壤
表墒不足，局地旱象显现。当前已进入小麦需水高峰和春
季田管的关键时期，持续干旱对小麦返青生长构成威胁。

近日，农业农村部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农业农
村部门紧紧围绕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目标，强化指导
服务，推进科学抗旱。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把抗旱保苗
摆在当前农业生产的重要位置，抓实抓细各项抗旱保苗
措施。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强与气象、水利、应急等部
门沟通会商，及早发布预警信息。要加强分类指导，因
地因时因苗落实好抗旱保苗措施。

同时，积极防范“倒春寒”，狠抓病虫防控。加强分
类管理，旺长麦田及时开展早春镇压蹲苗，实现控旺转
壮；对弱苗及时追肥，合理调控肥水，促进苗情转化升
级，提高抗寒防冻能力。重点防控小麦条锈病等苗期病
害及地下害虫。加密监测，及时发布病虫信息，适时开
展应急防治。

（上接第一版）
——必须提升抓经济工作的专业化能力。发展的

天花板实际是思想的天花板；工作的短板实际是能力的
短板。现在，全市干部队伍的专业素养不高、核心业务
尖子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尤其是大健康产业、金融、科技
等领域的专家型干部十分紧缺。面对“知识陈旧”“本领
恐慌”的问题，我们必须增强补课充电的紧迫感，干什么
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静下心来学习经济工作方面的
专业知识，尤其要注重以思想破冰引领发展突围，真正
成为破解改革发展难题的“内行人”和“金刚钻”。

——必须弘扬深实严细久的标准和作风。有人说，
自己不努力，听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好消息；自己不招
商，看到的永远都是别人的好项目。华润电力592亿元
项目落户赤壁；崇阳集中签约10个项目，招商引资实现
开门红……一季度，不少地方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引来
了“好项目”，招来了“金凤凰”，但这些项目不是从地里
长出来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一招一式干出
来的。现在区域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程度，外地的发展建
设热火朝天。当抓经济工作的“行家里手”，必须把全部
心思和精力用到抓投资、抓招商、抓项目、优环境上来，
以“抢”的意识、“拼”的精神、“战”的姿态按下各项工作

“快进键”，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确保咸宁“十四五”
第一步迈出新气象，迈出新成效！

教育部强调

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

为提高适龄儿童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加强托育机
构、幼儿园和学校传染病防控，教育部近日联合卫生健
康委印发《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办法》，强调
儿童入托、入学须查验预防接种证。

查验办法明确，现阶段全国所有托育机构、幼儿园和
小学均应当开展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查验对
象为所有新入托、入学、转学、插班儿童。托育机构、幼儿
园和学校在儿童入托、入学时，须查验预防接种完成情况
评估结果，并督促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监护人及时带儿童
到接种单位补种疫苗，儿童入托、入学预防接种证查验工
作须在新生开学后或儿童转学、插班30日内完成。

根据这一办法，对需要补种疫苗的儿童，疫苗补种
工作由儿童居住地的接种单位或托育机构、幼儿园、学
校所在地接种单位负责，完成补种后，接种单位应在预
防接种证上入托、入学预防接种完成情况评估页填写补
种完成信息，交托育机构、幼儿园和学校在当年12月底
之前再次查验。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加速推进
在建工程投资规模超过万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据水利部规划计划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2014年开始实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目前已累计开工149项，在建工程投资规模超过1
万亿元。其中，南水北调东线和中线一期等36项重大水
利工程已经建成并发挥效益。

172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在加快推进，一批新的重
大水利工程同时在规划。去年，2020年及后续重点推进
的150项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开始实施。150项重大水利
工程包括防洪减灾、水资源优化配置、灌溉节水和供水、
水生态保护修复、智慧水利等5类工程。

据介绍，这些工程实施后，预计可新增防洪库容约
90亿立方米，治理河道长度约2950公里，新增灌溉面
积约2800万亩，增加年供水能力约420亿立方米。

水利部负责人表示，今年将高标准推进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争取早开工、多开工。

5年防沙治沙1000多万公顷
长江流域泥沙量减少40%以上

据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十三五”期间，我国
坚持科学防治、综合防治、依法防治，累计完成防沙治
沙任务1000多万公顷，完成石漠化治理面积130万公
顷，四大沙地生态整体改善，石漠化程度持续减轻。

国家林草局有关负责人介绍，5年间，京津风沙源治
理工程累计完成营造林任务101.9万公顷，工程固沙
3.47万公顷。在内蒙古、青海、甘肃等黄河流域5省（区）
启动实施了规模化防沙治沙试点项目。新增国家沙化
土地封禁保护区46个，新建国家沙漠（石漠）公园50个。

同时，加快推进石漠化治理。目前我国石漠化土
地面积1007万公顷，与2011年相比，石漠化土地面积
减少193.2 万公顷，其中极重度石漠化减少15.1万公
顷，减少47.1%；长江流域泥沙量减少40%以上；石漠
化地区植被综合盖度达到6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