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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工、门票优惠……景区静
待长假到来

“大家应该利用这个节日好好休
息，也可以适当到人员不是集聚太多
的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在全球疫情形
势下，在中国旅游还是最安全的。”

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
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李兰娟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曾给出这样的建议。

观察全国，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控
制，复工复产推进，各地的旅游景区也
在逐步恢复营业，做好迎接游客的准
备。

以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为
例，伴随着疫情态势持续向好，湖北的
旅游景区也陆续恢复。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4月12日，湖
北全省重大文化和旅游项目复工率达
93.89%。全省228家景区恢复经营。

旅游大省江西从2月中下旬就已
开始推进旅游景区有序开放。截至4月
9 日，江西全省 12 家 5A 级景区、21 家
5A乡村旅游点全部复业开放，4A级景
区开放率达91.78%。

另外，北京截至4月10日，开放等
级旅游景区69家，等级旅游景区开放
率达40%。湖南A级景区开放率也接近
8成。

景区重新开门迎客的同时，各地
也拿出了真金白银的补贴，以提振本
地旅游业，还有不少地区提出鼓励2.5
天休假制度。

此前，江西省政府就曾印发《通
知》，在促进旅游消费上提出了试行2.5
天弹性作息、实行景区门票优惠、跨界
合作推出优惠礼包等八项具体举措。

四川近期也公布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经济工作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
发展目标的意见》，提出鼓励带薪休假
与“五一”、端午等小长假连休，打造新
的黄金周。

而刚“解封”的武汉则将从4月20
日至 7 月 31 日投放 1.2 亿元文化旅游
消费券。

限流、AR眼镜测温……多地
出招严防出招严防““人从众人从众””

虽然官方近期密集出台各类措施
重振旅游产业，但是疫情尚未结束，各
地的防控措施仍不能松懈。

早前，一些旅游景区曾在恢复开
放期间出现大量游客聚集拥挤现象，
这也引起了有关部门警惕。

为了防止景区出现聚集性感染隐
患，近日，文旅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印
发《通知》，强调旅游景区要坚持防控
为先，实行限量开放。

在客流量方面，按照要求，疫情防
控期间，旅游景区只开放室外区域，室
内场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量不得超
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30%。

《通知》还要求，旅游景区要建立
完善预约制度，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
引导游客间隔入园、错峰旅游，严格限
制现场领票、购票游客数量，做好游客
信息登记工作。

其实，在限流、入园检查等方面，
不少地方已经提前进行部署，加强了
本地旅游景区的防控措施。

清明节前，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
就制定并发布《等级旅游景区有序恢
复开放实施方案》。

《方案》提出，疫情防控期间，等级
旅游景区日接待量和瞬时接待量分别
不得超过景区日最大承载量和瞬时最
大承载量的30%。此外，游客必须佩戴
口罩，接受体温测量合格后方可入园。

还有一些景区为了提高入园检查
的效率，借助了“黑科技”。

据媒体报道，此前乐山大佛景区、
张家界景区等，都启用了智能头盔，用
于快速无接触检测游客体温，效率大
大提高。

杭州西溪湿地景区此前也引入智
能测温 AR 眼镜，2 分钟最高可以测
100人的体温。

“云旅游云旅游””另辟蹊径受追捧另辟蹊径受追捧

景区复开，但是对客流量的限制
势必将影响部分营收。因此，在加强防
控的同时，不少景区此前已经开始试
水“云旅游”，另辟蹊径寻求“卖点”。

例如，早前甘肃就有180家各级文
旅局、景区、博物馆和300余名导游进
行线上推介，吸引上亿人次网民去甘
肃“云旅游”。

此外，前不久，1388岁的布达拉宫
也进行了历史上首次网络直播。

由于网络直播没有线下客流量的
压力，在直播间，布达拉宫破天荒展示
了此前极少开放的区域。

除了介绍景点，有的旅游主播还
玩起了体验式“云旅游”，带着网友“云
看戏”、“云坐船”、“云听曲”，还有人在
直播中带货，推广当地特产。

即便足不出户，此类旅游、娱乐的
新方式也受到了不少网民的追捧。

今年3月，文旅部曾公布过一组相
关数据。疫情期间，“云娱乐”、“云直
播”、“云看展”等新业态用户高涨，各
大在线旅游平台纷纷推出“云旅游”项
目，各地博物馆推出2000余项网上展
览，春节期间总浏览量超过50亿人次。

疫情尚未结束 出行游玩仍不
可懈怠

从疫情暴发至今，对于长时间“宅
家”的民众来说，都期盼能在即将到来
的“五一”假期去外面走走。

今年3月，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
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启动了“2020
疫情后旅游大数据调研项目”，并发布
了调研报告。报告通过问卷调研收集
了来自全国 100 多个城市的近 15000
份样本。通过数据分析对比发现，中国
居民上半年以及全年的旅游意愿都比
较高，预计从“五一”假期开始出现旅
游高峰。不过，出行意愿增加的同时，
疫情防控仍不能掉以轻心。

17日，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宣
传司副司长米锋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发布会上透露，一周来，全国报告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52例，为近一个月以
来最多。

他强调：“要紧绷疫情防控常态化
这根弦，不麻痹、不厌战、不松劲，坚决
遏制疫情反弹、扩散。”

“这是个非常矛盾的问题，大家渴
望出去玩，也把经济激活起来，但是又
担心人多聚集在一起造成交叉感染。”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
文宏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对此，他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五一”假期出去玩，主要戴着口罩在
室外活动。他还强调，旅游场所中，最
危险的地方是用餐的地方。

“旅行中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吃饭
的地方人山人海，所以大家能不能启
动健康出行模式，自带干粮春游。或者
一家人买好了放在宾馆里自己吃，这
样就会大幅降低拥挤带来的传播风
险。”张文宏说。 本报综合消息

为了五一假期各地景区拼了
再有不到半个

月，民众即将迎来
“五一”假期，今年
也是大小长假政策
实施多年以来，第
一次出现5天的“五
一”假期。

一方面，国内
疫 情 尚 未 完 全 结
束，另一方面，民众
出 行 意 愿 越 发 高
涨。如何满足民众
需求的同时做好疫
情防控？这成为了
今年各地旅游业面
临的一道考题。

新华社香港4月19日电（记者丁梓懿）香港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连续8日录得个位数增长，多为输入个案或密切接触
者。多位专家表示，疫情初见回落迹象，但疫情发展依然不可
预测，呼吁市民持之以恒，切断社区传播链。

自12日至19日，香港8日共新增25例确诊个案。香港特
区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香港中文大学呼吸系统学
讲座教授许树昌表示，香港疫情稍有缓和，反映政府防疫措施
见效，但市民仍需时刻保持警惕。目前还不能放宽防疫措施，
要确保切断社区传播链。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认为，香港疫情尚待观望，
目前还不能说情况乐观。仅一个星期录得个位数字新增并不
足够，至少要多观察二至三个星期，才可评估疫情是否缓和，
政府才可考虑是否放宽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

为尽早识别患者和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风险，香港特
区政府不断扩展加强化验室监测计划。香港特区政府食物及
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表示，香港疫情有所改善，相信是多方面
防疫措施和全体市民努力配合的结果。

徐德义表示，尽管过去几天确诊数字稍有回落，但综合海
内外专家意见，这次疫情将会是长久战，而且疫情发展具一定
波动性、不可预测性，因此是否放宽一系列防疫措施，不可只
依据短期内数字做决定。

香港由3月下旬开始新增个案快速上升，输入个案占多
数，同时还出现多宗感染源头不明的个案。特区政府出台多项
新措施强化防疫防线，从严控境外输入、减少社区传播、强化
检疫设施及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等方面，全方位确保市民健康。

特区政府卫生署表示，由于近日有部分患者过了检疫期
后没有病征但最终确诊，所以从20日起，由香港国际机场抵
港人士在亚洲国际博览馆采集深喉唾液样本后会额外获得一
个样本瓶，以便在完成检疫前再进行多一次病毒测试。

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在日常生活中应尽量与
他人保持适当社交距离，尤其应减少外出，避免聚餐或聚会等
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没有出现病征的感染者的机会，并降低
社区出现群组个案的风险。

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记者侠克）北京市发展改革委
副主任李素芳18日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将实行京津冀区域健康状态互
认。津冀地区来京人员、北京市往返津冀地区的人员，来京
（返京）后可通过“北京健康宝”进行京津冀行程记录验证，申
请“未见异常”健康状态。

据介绍，北京已实现人员赴津冀地区通行无障碍，同时明
确居住在河北省廊坊市北三县等环京地区的在京工作人员，
上下班往返属于日常通行，不做硬性要求，但进出京要接受例
行检查。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区、街道和企业掌握尺度不
一，给三地人员生产生活带来不便。

自3月1日“北京健康宝”上线以来，已为1485万人提供
健康信息查询服务5746万次，并与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
实现了健康信息共享，具备了“一码通行”的技术基础。实行
健康状态互认后，京津冀进出京人员通过在“北京健康宝”上
提供行程记录，经国家平台验证无误并符合北京市防疫政策
规定后，即可获得“未见异常”状态。

新华社台北4月19日电（记者傅双琪 吴济海）台湾地区流
行疫情指挥中心19日公布，台湾新增2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21
例为台军舰实习生和军人，另外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累计确诊420人。

据指挥中心介绍，新增确诊病例中的军舰实习生和军人
为19男2女，年龄在20多岁到40多岁之间，发病日期介于4
月14日至18日，感染源还在调查中。

指挥中心表示，3艘军舰共744名官兵及学生被涉及，目前已
完成采检。包括18日确诊的3人在内，目前共24人确诊，都在医院
接受隔离治疗，其余人在6个集中检疫所和1个军营中集中检疫。

据介绍，这3艘军舰组成的舰队于3月12日至15日停靠帕
劳，此后在海上航行近30天，于4月15日抵达台湾，舰上大多数
官兵和学生下船。确诊病例的接触者估计在2000到3000人。

军舰确诊的患者中包括台军方“政战学院”和“海军官校”学
生。为避免疫情扩散，台军方有关方面19日宣布，“政战学院”即日
起停课两周，“海军官校”20日起停课两周。

当天新增的1例境外输入病例为在美国留学的20多岁男
性，4月10日发病，17日入境台湾在机场采检，于19日确诊。

指挥中心统计，台湾18日新增562例新冠肺炎相关通报，截
至目前累计53005例(含50619例排除)，其中420例确诊，分别为
341例境外输入、55例本土病例以及24例来源未明的军舰感染病
例。确诊个案中6人死亡，189人解除隔离，其余持续住院隔离中。

新华社合肥4月19日电（记者陈
诺）数个电信诈骗案涉案公司的法人
竟是同一人，背后隐藏着买卖国家证
件的犯罪团伙。记者日前从安徽省
滁州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破获跨省
买卖国家证件案，抓获犯罪嫌疑人11
人。

今年年初以来，滁州市发生多起
电信诈骗案件，受害人的被骗资金均

流入公司账户。警方发现这些公司
基本不进行实质业务，而且工商注册
登记显示法人均为同一人，判断这些
证件很有可能是“职业办证人”办理
的。通过大量信息研判和走访排查，
一个以高某为首的犯罪团伙浮出水
面。3月18日起，警方陆续在浙江省
湖州市、江苏省南京市等地，将高某
在内的11名团伙成员抓获归案。

据犯罪嫌疑人供述，他们在高某
的指挥下，驱车前往滁州，注册登记
公司以及个体户，并以此在各个银行
办理结算卡。手续齐全的工商营业
执照和结算卡最终以每套 4000 元的
价格被高某卖给一些从事电信诈骗
的不法分子，截至案发，已交易50余
套。

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台湾军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增至24例

北京将实行

京津冀区域健康状态互认

安徽破获跨省买卖国家证件案安徽破获跨省买卖国家证件案

香港疫情初现缓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