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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8日电（记者黎华玲 高洁）基于
“十一”黄金周期间的海量出行数据，高德地图于8日发
布《2018“十一”黄金周国民出行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报告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天安门广场人气高
居榜首，自驾游以青海线路最为火爆。

天安门广场人气居首
“十一”黄金周期间，高德地图全国导航总里程突

破 135 亿公里，较去年同期增长 87%，导航规划次数创
新高，突破 105 亿次，同比增长 98%。基于高德地图旅
游大数据，天安门广场位居“‘十一’期间全国最受欢迎
的十大景区”排行榜榜首。仅10月1日当天，就有14.5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国庆升旗仪式。此外，杭州西
湖风景名胜区、乌镇风景区、南京夫子庙受追捧热度依
然不减。

另外，基于全天拥堵延时指数（6:00-22:00）测算发
现，过境和旅游型城市成为国庆黄金周期间较为拥堵的
城市。其中，广东清远市成为全国“堵城”之首，全天拥
堵延时指数为 1.62，其次是广东茂名和江西赣州。此
外，兰州、泰安、西安、洛阳、银川、汕头和湛江也在十大

“堵城”榜单之列。
从全国高速拥堵时段来看，报告显示，10 月 1 日 9:

00-12:00拥堵里程占比最高，而10月5日16:00-18:00是
返程高峰。“十一”期间，珠三角地区拥堵程度最高，长三
角次之，京津冀与成渝地区拥堵程度相当。

从全国高速拥堵路段来看，今年国庆期间，最长的
拥堵时长高达113小时，为佛山和广州的S15沈海高速
广州支线（从沙涌跨线桥到广花收费站）；以及G9411莞
佛高速（从太平大桥到虎门大桥）和G6京藏高速（从北
京边界到居庸关）这个路段，在今年黄金周期间最为拥
堵，位列全国最堵高速榜单前三。

报告显示，“十一”黄金周期间，周边道路最为拥堵
的景区是安徽省黄山市宏村，拥堵延时指数4.0，周边平
均速度在16公里/小时。其次是河南少林寺和位于辽宁
本溪市的关门山水库风景区。

此外，江西婺源篁岭景区、武汉市木兰天池 、漳州市
的风动石景区、宝鸡市的周公庙风景名胜区、北京野生
动物园、桂林逍遥湖以及烟台市的蓬莱海洋极地世界也
在国庆周边道路拥堵景区TOP10榜单之列。

青海线路最为火爆
国庆长假给了人们深度自驾游的机会。基于高德

地图自驾规划数据的报告显示，“十一”期间热门的长途
自驾线路（5天及以上）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主要出
发或中转城市集中在青海、湖北、贵州、山西、河南、宁
夏、云南等地。这些线路普遍连接各地最具风土人情的
自然和文化遗产，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前往。

其中，以青海线路最为火爆，被誉为中国的“天空之
镜”的茶卡盐湖清澈无比，湛蓝的天和洁白的云倒映在
湖面上，让人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湖，一眼望去，美不胜
收。莫高窟景区还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的“世界文
化遗产”。此外还有湖北线、云贵线、宁夏线也较受自驾
游爱好者的欢迎。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报告新增“国庆十大夜嗨城”排
行榜。高德地图基于夜间导航数据（21:00-凌晨4:00）分
析测算，排除跨城因素，广州、深圳、成都三座城市位居

“十一”期间国民夜嗨城榜单前三甲，其次是北京、上海、
重庆、东莞、杭州、佛山和苏州。单从夜间出行来看，成
都已经与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并驾齐驱。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
今年“十一”假期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7.26亿人次，同比
增长 9.43%；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5990.8 亿元，同比增长
9.04%。重点景区人气火爆，客流达到峰值。

不说两句吗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人分享最

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
信公众号，即可轻松
掌握最快新闻。同
时，晚报微信公众号
还开通评论功能，这
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
在与您交朋友，一
起畅评新闻事件，
今日的热点是：刚
刚发布，青海为什
么会第一？

本报讯（记者 刘瑜）7个月前，带着
对音乐梦想的执著，带着亲人、同事、学
生的期许，旦增尼玛前往参加 2018 年

《中国好声音》。7 个月后的今天，旦增
尼玛捧着 2018 年《中国好声音》的总冠
军奖杯，载誉而归。

“此时此刻，我想用三个词表达我的
心情，那就是感谢、自豪、行动！感谢所
有支持我的人；自豪自己成为首次问鼎

《中国好声音》总冠军的青海籍歌手；我
要将感谢化为行动，继续努力！”旦增尼
玛告诉记者，3月份他离开工作岗位，参
加《中国好声音》竞选，不是音乐科班出
身的他，每天勤学苦练，除了追逐自己的
音乐梦，还想给咱们青海人争个光！“学
员中，有些人提到青海，都觉得很陌生，
这次我拿到了《中国好声音》的总冠军，
就会有更多人知道我们大美青海，了解

我们青海的文化了！”旦增尼玛说。
“自从得知旦增老师参加《中国好声

音》，我和同学们都特别关注，旦增老师
获得总冠军的那一刻，我激动得跳起来
了！太骄傲了！这是我们青海民族大学
的骄傲，也是每一个青海人的骄傲！我
们都要向旦增老师学习，不忘初心，为了
梦想而努力！”青海民族大学学生刘若菡
说。

2018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9月24日

0.4
0.87
1.19
1.18

尚未上市
2

9月25日

0.4
0.87
1.19
1.28

2

9月26日

0.4
0.86
1.19
1.3

2

9月27日

0.4
0.87
1.18
1.31

1.8

9月28日

0.4
0.9
1.17
1.31

1.8

9月29日

0.4
0.9
1.17
1.3

1.8

9月30日

0.4
1.1
1.18
1.3

1.8

2018年西宁市政策性蔬菜价格指数保险品种每日离地价格监测周统计表
单位：元/公斤

西宁市农牧和扶贫开发局

日期
蔬菜品种

甘蓝
大白菜
胡萝卜
大葱
鸡腿葱
青蒜苗

10月1日

0.47
0.84
1.19
1.28
0.75
1.8

10月2日

0.48
0.83
1.19
1.40
0.75
1.8

10月3日

0.48
0.84
1.19
1.41
0.75
1.8

10月4日

0.48
0.84
1.19
1.49
0.75
1.9

10月5日

0.53
0.83
1.19
1.49
0.85
1.9

10月6日

0.52
0.84
1.19
1.55
0.85
2

10月7日

0.52
0.85
1.19
1.55
0.85
2

本报讯（记者 芳旭）买汽车、买家
电、购服饰、选手机……手里攒了大半
年的积蓄一定要趁着国庆节好好犒劳
一下自己，这才是真正的享受生活。
通过对全市14家商贸流通企业监测统
计，我市实现商品销售额达1.99亿元，
其中，汽车、家电、衣着类消费占到居
民购物的主导地位。

国庆前期，为保障节日市场供应，
市商务局组织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散
中心及重点商贸流通企业进行节日货
源的储备工作，青藏高原农副产品集
散中心每日蔬菜调运量约 1600 吨，西
宁市每日屠宰生猪约 1050 头，牛、羊、
米、面、油、猪、蛋、奶供应充裕。

各大商场举办了促销、买赠、抽
奖、购返、让利等丰富多彩的主题促销
活动，达到了营造消费氛围、挖掘消费

潜力、扩大消费规模的目的。王府井
百货在节日期间开展了超值兑礼、买
赠为主题的购销活动；欧亚西宁大十
字百货商店推出“情满中秋、礼惠国
庆”活动，实现销售额1781.79万元。

汽车消费异常火爆，第十七届西
宁晚报“十一”国际车展如期开幕，来
自全国各地的60余个主流汽车品牌参
展。车展期间，各大车展商出台一系
列促销相关政策，聚集了市场上比较
热销的车型，给市民提供一个实实在
在的汽车消费大平台。

节日期间，市商务局启动了生活
必需品日报制度，督促各重点零售、餐
饮企业，通过商贸流通业统一应用平
台报送节日期间销售情况。从每日监
测情况看，节日重要生活必需品米、
面、油、蛋、奶等价格总体稳定。

本报讯（记者 刘瑜）9 月全省平均
气温 9.6℃，较常年（8.9℃）偏高 0.7℃。
进入10月，气温立刻骤降，“十一”长假
期间，全省平均气温3.9℃，较常年偏低
1.5℃。与前期偏高的气温形成明显对
比。

我省只有民和、循化、湟源略高，其
余地区气温均偏低。其中，海西东部，
玉树南部偏低幅度在 2.0℃以上，德令
哈偏低 3.4℃，是全省偏低幅度最大的
地区。兴海、都兰均偏低3.0℃，为1961
年以来同期最低值。省城西宁期间平
均气温7.9℃，偏低1.4℃。

受冷空气影响，10月8至9日，青海
省有204个气象测站监测到降水天气，2
个测站出现中雨，高海拔地区飘起了雪
花，积雪影响牲畜采食，低温结冰给道
路交通运输带来较大影响。我省北部
地区继续受干冷的西北气流下滑影响，
气温持续偏低，晴冷干燥。

全省未来三天天气趋势预报，10月
9日夜间到10日白天，果洛南部小雪转
多云，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10日夜
间到11日白天，全省各地多云或晴。10
月11日夜间到10月12日白天，全省各
地多云或晴。

本报讯（记者 张艳艳）10 月 8 日，
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今年“十一”假
日期间，全市旅游市场呈现出自由行、
自驾游出行方式为主的显著特点，受
国有景区门票降价和高速路免费通行
的双重利好因素影响，在旅游目的地
和线路选择上更趋灵活性和多样性，
通过长线自驾，短线自助的方式感受
秋高气爽的自然生态，体验多彩的民
族风情、品尝丰富的特色美食等旅游
活动，推动全市旅游热度再次升温。
据统计，“十一”假日期间，全市共接待
游客 150.5 万人次，同比增长 9.29%。
其中省外过夜游客 35.4 万人次，同比
增长 14.38%；省内过夜游客 17.3 万人
次，同比增长 5.75%；一日游游客 97.8
万人次，同比增长 8.19%；实现旅游收
入14.3亿元，同比增长14.55%。

组团自驾游成为新亮点。随着节
前《西宁市自驾游奖励暂行办法（试
行）》的出台，全面激发了省内外自驾
游组织、俱乐部、旅行社等企业组织来
宁自驾游的积极性，精心设计推出自
驾游线路和产品，组织来宁开展自驾
活动。“十一”期间，全市接待30台以上
车辆的自驾游团队3个（共计车辆123
辆），全市累计接待自驾车辆4.1万辆，
游客15万人次。

网红景点备受追捧。在互联网大
数据背景下，通过假日期间微信、微
博、抖音等媒体的宣传，市域内北川河
湿地公园、湟源宗家沟景区、青藏高原
野生动物园菊花展以及地处环西宁旅
游圈内平安驿袁家村等景点迅速走
红，游客接待人数显著增加。据统计，

“十一”期间，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园接
待游客 4.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1.76%；
湟源宗家沟景区接待游客 2.91 万人
次；北川河湿地公园接待游客近20万
人次。网红景点的崛起和传播，成为
游客感受旅游氛围和了解旅游信息的
新路径。

全市旅游市场平稳有序。“十一”
期间，市县各级旅游部门加强组织管
理，各景区和各旅游企业高度重视安
全管理和优质服务工作。加大了重点
景区、星级饭店、旅行社的节前检查、
节中督查，适时开展了应急演练和设
备检修。全省近30家旅游景区实施不
同程度的优惠，“十一”期间共受理旅
游投诉 5 起，处理 5 起，处理率达到
100%，有效满足了市民和游客多样化
和品质化的旅游需求。

高德：青海自驾游线路最火爆

10月以来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偏低

西宁市民黄金周花费近两亿

好声音总冠军旦增尼玛载誉而归

“十一”期间

我市旅游吸金14.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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