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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黎存根、
黄宙辉，通讯员粤文旅宣报
道：羊城晚报记者从广东省文
化和旅游厅（以下称“省文旅
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20
年国庆中秋假期首日（10月 1
日截至 15时），广东全省纳入
监测的150家景区共接待游客
121万人次，同比恢复 72.9%
（按可比口径）。当天，全省未
接到重大旅游投诉以及文化和
旅游安全生产事故报告，确保
了假期首日全省文化和旅游市
场安全有序、文明规范。

广东景区复工复
产率达94.6%

目前全省A级旅游景区共
448家，正常开业接待游客的景
区已达 424家，复工复产率达
到 94.6%。省文旅厅要求全省
A级景区按照相关要求，完善
景区疫情应急管理机制，确保
接待游客量不超过75%的承载
量，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做好景
区森林防灭火等工作。

同时，省文旅厅大力推进
景区分时段预约入园制度，正
式推出了“粤游玩”分时预约小
程序，为游客游览4A级以上旅
游景区提供预约服务，目前全

省已有 184家 4A级以上景区
可通过该小程序实现游览预约
或获得预约指引信息。针对假
期现场预约可能导致游客在景
区门口聚集的情况，指导景区
做好应急预案，通过采取提前
入园时间、检查点前置、开放多
个入口、增加指引人员等方式，
缓解景区入口的压力。

各地文旅惠民促销扎实有
效，受群众热捧。如佛山南风
古灶、清晖园、西樵山景区门票
实行折扣优惠价，南海影视
城、三水森林公园等景区除门
票优惠之外，全国医务工作者
凭有效工作证件可免费游玩。

借着文旅惠民的东风，广
东旅游景区复苏明显。热门网
红打卡地清远古龙峡假日第一
天接待游客 1万多人次，比去
年国庆增长15%左右。龙门地
派温泉总经理李星凯透露，国
庆中秋当天入住率接近 70%，
10月2日至5日的预订已经超
过85%。

线上线下联动文
旅活动丰富

今年国庆假日期间，广东
省博物馆举行“不辞长作岭南
人——荔枝文化展”，省文化馆

举办“节庆‘叹’非遗”系列活
动，广东粤剧院开展广福台粤
剧粤曲惠民演出。各地市博物
馆、图书馆、文化馆等文化场所
亦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泡图书馆、博物馆成为了
民众休闲度假的新时尚。

10月 1日晚，首届“长隆?
广州世界嘉年华欧洲大巡游”
和“长隆世界青春电音嘉年华”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深圳欢
乐谷景区打造“2020年深圳欢
乐谷魔术节暨国潮艺术嘉年

华”活动；佛山西樵山举办“金
秋送爽 樵向缤 FUN”系列活
动，并在天湖水上舞台举办精
英醒狮表演和国潮醒狮展。

此外，广东文旅活动还实
现线上线下相结合。今年中秋
夜南海松塘村烧番塔在视频平
台进行线上直播，让更多人感
受独具当地特色的岭南文化魅
力。第七届湛江海洋周在湛江
市区主会场和各县市区 10个
分会场同时展开，并开启线上
直播通道。

双节同庆、加长版黄金
周、“报复性”出游，多重因素
的叠加，令今年“十一”假期
注定非比寻常。出行高峰提
前到来，不仅城中堵、高速路
堵，连有些郊区路也出现罕见
拥堵。有深圳朋友到广州，平
时一两个钟车程，结果驾车七
八个小时未到。最惨的是有
些广州市民，开了一整夜的
车，居然没出广州！

可以想见，那些被困旅
途，归心似箭而又万般无奈的
人们，彼时的心境又是怎样。
事实上，许多出门人，事先也
做了错峰准备，但没料到还是
遭遇了“假日烦恼”。显然，
步入汽车时代的人们，节日出
行，不仅要看天气预报，更要
多关注交通预警。

在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

但凡集中出行，车流人流必然
势如洪峰，道路和交通亦如洪
峰压境般险象环生。何况眼
下的道路建设还未跟上现实
需求，而急于归家的人们又争
先恐后，也导致交通事故频
发。假如人人自觉遵守交规，
按章行驶，降低交通事故率，
有些拥堵或可避免。

黄金周首日，一些交通枢
纽和景点，已亮起预警红灯。
因受控疫影响，不少景区限
流，而出游人潮仍汹涌而至，
陡增管控压力。因此，对管理
部门来说，应强化事先的风险
预警，并通过网络、媒体等广
而告之。而出行的人们，也需
据此提早规划，避免盲目出
行，这样做利人利己，也减少
各方压力，从而让假日过得快
乐而祥和。

习近平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25周
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主张帮助妇女摆脱疫情
影响，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

推动妇女走在时代前列
加强全球妇女事业合作

倡议在2025年再次召开全球妇女峰会

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
布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
问一号”探测器飞行图像，图
上的五星红旗光彩夺目，呈现
出鲜艳的中国红。这是“天问
一号”探测器首次深空“自
拍”，茫茫宇宙中银色的着陆
巡视器和金色的环绕器熠熠
生辉，“天问一号”以此向祖国

报告平安，表达生日祝福。
“天问一号”探测器于7

月23日成功发射，飞行期间
已成功完成地月合影获取、
两次轨道中途修正、载荷自
检等工作。截至10月1日
0时，探测器已飞行约1.88
亿公里，距地球约 2410万
公里，飞行状态良好。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焕坤、柳
卓楠、赵燕华，通讯员穗外宣报
道：10月1日晚，以“云山珠水 吉
祥花城”为主题的国庆灯光表演
活动在广州珠江两岸上演。1000
架无人机在夜空中幻化各种图
案，向英雄致敬，为祖国庆生。

华灯初上，从海珠桥、江湾桥
一路到猎德桥、广州塔，珠江游船，
一江两岸明亮如昼。19时许，无人
机编队徐徐升空，夜空之中，1000

架无人机首先幻化出广州塔、五羊
雕像等广州城市建筑剪影。

随即，“画作”又产生变化，
一朵巨大的立体木棉花开放，一
只画眉鸟拍着翅膀徐徐飞来，寓
意着广州是一座鸟语花香的城
市，令人流连忘返。

下一幕，无人机编队组成的
3D立体广州塔造型，与真正的
小蛮腰广州塔“双塔辉映”。紧
接着，无人机编队组成钟南山院

士的抗疫战士的肖像，代表着广
州以最高礼遇致敬战疫英雄。

随后，无人机编队“写”出
“山河无恙”“家国梦圆”“万家团
圆”“祝福祖国”等字样，既是对祖
国的祝福，也是对每一个家庭的
美好祝愿。最终，画面定格在长
城、天安门与一面巨大的五星红
旗之上，庆祝新中国成立71周年。

让人眼花缭乱的无人机光
影表演，共持续8分钟。“这是我

第一次看无人机表演，太震撼
了！”来广州游玩的徐先生说。
徐先生表示，让他最印象深刻的
就是无人机变幻成钟南山等抗
疫英雄的图案，很美很震撼！

无人机表演并非当晚的唯一
亮点。从海珠广场一路向东，以
红色为基调的灯光逐渐点亮一排
排屹立珠江河畔建筑的外立面。
24栋临江建筑外立面以动画形
式轮番演绎五星飞舞耀珠江、众

志成城抗疫情、扶贫攻坚奔小康、
喜迎国庆话中秋四个章节。

记者获悉，珠江两岸夜景照
明亮灯时间为 19时至 22时 30
分，其中 24栋临江建筑动画将
在19时至21时30分循环播放，
动画将播放至10月底。

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三
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日前
结束，共有18名预备航天员
（含1名女性）最终入选，包
括7名航天驾驶员、7名航天
飞行工程师和 4名载荷专
家。他们将成为我国航天员
队伍的新成员，踏上建设航
天强国、接续飞天梦想的新
征程。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介绍，第三批预备航天
员在航天驾驶员基础上，增
加了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
专家两个类别。航天驾驶员
和航天飞行工程师主要负责
直接操纵、管理航天器，以及
开展相关技术试验。载荷专
家主要负责空间科学实验载
荷的在轨操作。

广东 家景区接待游客 万人次
假期
首日

@街谈巷议
□阅尽

黄金周出行，请多关注交通预警

责编 赵鹏 /美编 刘苗/校对 黄文波

详见A2

均据新华社

18人入选第三批预备航天员

“天问一号”首次“自拍”
五星红旗在太空闪耀

详见A2

电视剧《在一起》热播
重现战疫英雄故事

详见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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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晚，国庆灯光表演主题活动在珠江两岸举行，千架无人机点亮羊城夜空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实习生 张晨露 摄

民航

预计运输旅客
167万人次

羊城晚报讯 记者唐珩报道：2020
年“十一”假期拉开序幕。据初步统计，
10月1日，全国计划飞行班次14941班；
预计运输旅客167万人次，与2019年10
月1日基本持平；平均客座率79.5%，同
比下降5.1个百分点。

根据数据，进出港旅客量较多的机
场有广州、深圳、北京、成都、重庆、西
安、上海、昆明等。广州白云机场9月30
日全天保障旅客17.2万人次，进出港航
班664班；10月1日计划进出港航班653
班，进出港旅客预计超过17万人次。

铁路

预计发送旅客
1480万人次

羊城晚报讯 记者李志文报道：羊
城晚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获悉，10月1日，全国铁路迎来“十
一”黄金周客流高峰，全天预计发送旅
客1480万人次，创疫情发生以来铁路
单日客流新高。

当天，广铁集团共发送旅客252万人
次，创今年疫情以来最高记录。据广铁
集团介绍，针对京广、沪昆、广深港高
铁，杭深线铁路，南广、贵广铁路，深湛
线江湛段等旅游、探亲、商务流热点线
路，在日常运行图基础上增开动车组，
组织部分列车重联运行,扩大动车组重
联比例，增加京广高铁、深湛线、江湛线
等线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针对候补量
大、兑现率较低方向列车，加大精准投放
运力力度，开行高铁动车组近1000对。

10月1日晚，长隆欢乐世界上演电音嘉年华 羊城晚报记者 邓勃 摄

在广州做护士的“武汉伢”坐高铁回家为父祝寿
他为抗疫曾过家门而未归，羊城晚报记者记录他的回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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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李希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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