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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

企业科创板上市
一次性补助600万元

据新华社电 济南市政府近日出台《济
南市加快现代金融产业发展若干扶持政
策》，拿出“真金白银”扶持企业上市挂牌和
直接融资，其中对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上市挂牌的企业一次性补助600万元。

济南市明确规定，对拟上市企业根据上
市工作实施进程分阶段给予扶持补助。按照
当前的审核机制，拟上市企业在中国证监会
山东监管局完成报备并正式进入辅导期的，
补助 200万元；中国证监会受理上市申报材
料的，补助 200万元；企业上市成功的，补助
400万元。新迁入济南市企业3年内成功上市
的，除享受企业上市各项补助外，另补助100
万元。

根据政策，济南市对通过借壳、买壳、吸
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式实现上市的企业，一
次性补助 800万元。对在境外主要证券交易
所实现上市的企业，一次性补助800万元。

济南规定，对首发上市的公司按融资额
（含通过借壳、买壳、吸收合并等资产重组形
式上市的公司首次增发实现的融资额）给予
补助：融资额达到 10亿元（含）以上的，补助
80万元；达到5亿元（含）、不足10亿元的，补
助50万元；不足5亿元的，补助20万元。

此外，对在新三板挂牌的企业，济南市
按照实施进程分阶段给予扶持补助，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待审的，补助 50万
元；企业挂牌成功的，补助 250万元。新三板
挂牌后实施股票融资的，按实际融资额的
3‰给予补助，每家企业每年补助额最高 50
万元。

河南

新年首份财政“红包”
投向生态环保

据新华社电 近日，河南省出台25条财
政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将新年首份财政
专项“红包”投向生态环保领域。

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质方面，河南省
将利用中央 3年 120亿元试点资金，同步推
进北方地区冬季清洁取暖“热源侧”和“用
户侧”改造；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省级财
政将对新增投资额 1000 万元以上的重大
节能、节水、清洁生产和基础工艺绿色化改
造示范项目给予最高 1000万元的补助，对
超低能耗建筑项目和装配式建筑项目按面
积分别给予最高 500万元和 300万元奖补；
同等条件下，鼓励优先采购节能产品政府
采购清单和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内
的产品。

生态功能修复与提升方面，除建立生态
保护横向补偿机制外，河南将投入 25亿元
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实施一批山水林田湖
草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并加大对重点
生态功能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重点向南水北
调水源地、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总干渠沿线和
贫困县倾斜，帮助提高其财政保障能力。

财政与绿色金融联动方面，河南鼓励发
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吸引社会多元化投
资，支持有一定收益的生态环保项目和乡村
振兴战略项目，合理扩大政府专项债券使用
范围；支持地方设立绿色发展基金，鼓励金
融机构发行绿色金融债券；对盘活清洁能
源、污染治理等领域存量资产的绿色证券化
产品，省级财政将安排资金给予补助。

3●2019年2月11日 星期一

●责编：曹裔明 视觉设计：蔡文强 时事

本报电话 读者服务热线：88881018 编辑中心：88881051 发行热线：88234555 广告热线：88881044 中山网：88881029 中新广告公司：88333231 印务中心：88223590 传真：88881010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0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合
各地文化和旅游部门、通讯运
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的数
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综合测
算，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
游接待总人数 4.15亿人次，同

比增长 7.6%；实现旅游收入
5139亿元，同比增长 8.2%。

家庭游、敬老游、亲子游、
文化休闲游成为节日期间主
流的旅游休闲方式。春节期
间，各地组织了丰富多彩的文
旅惠民活动，营造春节气氛。
北京、山西、内蒙古等 12省区

市开展“非遗过大年、文化进
万家”系列文化活动；“博物
馆里过大年”受到了广大游客
和市民的广泛欢迎。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文化
和旅游部数据中心）调查，春节
期间参观博物馆、美术馆、图书
馆和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的

游客比例分别达40.5%、44.2%、
40.6%和 18.4%，观看各类文化
演出的游客达到34.8%。

民俗活动、文化展览等极
大丰富了节日生活。全国各地
县、乡、村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文旅活动，逛庙会、猜灯谜、
旅游文化巡游等活动吸引广

大游客到农村去闹新春。草莓
采摘、柑橘采摘成为亲子游的
热门活动。

此外，“欢乐春节”活动在
全球 133个国家和地区的 396
座城市举办演出、展览、庙会
等 1500 多项活动，讲述美丽
故事，传播中华文化。

春节假期出
境游市场火爆

出入境人员
1253.3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记者10日从
国家移民管理局获悉，2019年
春节期间全国边检机关共查验
出入境人员 1253.3万人次，与
2018 年春节期间相比增长
10.99%。其中，入境 622.2 万人
次，同比增长 9.51%；出境 631.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48%。共查
验出入境飞机、船舶、列车、汽
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36.3 万架
（艘、辆）次，同比增长1.47%。

春节期间，内地居民因私出
入境增长最为明显，共 722.2万
人次，同比增长 15.97%，出境目
的地排在前 10位的包括泰国、
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
西亚、美国等国家和香港、澳门、
台湾等地区。春节期间，成都、昆
明、青岛、重庆等机场相继创单
日出入境旅客人数历史新高，深
圳、珠海等毗邻港澳的陆地口岸
出入境人数增长较快，珠海拱北
口岸单日出入境人员最高达到
41.5万人次。2018年新开通的广
深港高铁西九龙和港珠澳大桥
口岸均刷新本口岸单日出入境
人次纪录，分别达10.5万人次和
11.3万人次。

泰国普吉发生
快艇撞船事故

11名中国游客受伤
据新华社电 据中国驻泰国

宋卡总领馆 10日通报，一艘载有
11名中国游客的快艇 9日下午在
普吉海域与一艘停泊油轮相撞，导
致11名中国游客和2名船员受伤，
无人死亡。

据了解，事发时快艇正由皮
皮岛返回普吉岛。伤者被送往普
吉两所医院接受救治，无生命危
险。截至目前已有 6人出院或无需
住院治疗，其余 5人住院观察。得
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馆立
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赶赴
两所医院看望伤者，要求院方全
力救治，同时敦促警方、海事等部
门尽快调查事故原因，相关方面
妥善处理后续事宜。

2月10日，“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航天成就展台前人头攒动。
春节期间，“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迎来持续参观热潮，单日现场观众人数最多达6.8

万人次。据统计，大年初一至初六，累计现场参观人数超过35.8万人次。 新华社 发

杭州

将建设特色风廊
促环境质量达标

据新华社电 杭州市政府近日印发《杭
州市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规划的通知》，
提出要建设特色风廊，促进大气环境质量限
期达标。

通知指出，根据城市气候专项规划，结
合杭州市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偏北风
的特点，将钱塘江、苕溪、西湖、湘湖、金沙湖
以及杭州城市周边山坡地、峡谷以及山隘出
口等地列为“干净”风源，结合当地主导风
向、通风能力、通风潜力，在“干净”风源和城
区、工业区等热中心组团之间研究构建特色
的一级通风廊道，并辅以二级通风廊道和空
气引导通道的可行性，从而调整城市热力结
构，缓解城市热环境。

同时，推进城市气候专项规划、城市通
风廊道设计等在城市规划建设中的应用。利
用高矮不同的建筑形态带动空气流通，高层
建筑物裙房宜采用梯级式的形态促进地面
行人层的空气流通及建筑物的透风度。从富
阳区到杭州经济开发区和杭州大江东产业
集聚区，以钱江新城、钱江世纪城和奥体博
览城为中心，钱塘江两岸建筑物的排列和街
道布局遵从盛行风方向。

近年来，杭州市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
善，在“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年均增长9.1%
的情况下，主要污染物减排成效显著，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分别较2010年下降
了21.9%、26.5%。

2019年春节假期各地文旅惠民活动丰富多彩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春节迎客超35万人

全国铁路昨迎
返程客流高峰

预 计 发 送 旅 客
1252万人次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10日，春节长
假最后一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
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 1252
万人次，同比增长3.3%，创今年
春运以来单日客流最高峰。

2月 9日，全国铁路发送旅
客 1111.4 万人次，同比增加
42.4万人次，增长 4.0%。其中，
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公司发送
旅客 75.6万人次，同比增加 3.0
万人次，增长4.1%；上海局集团
公司发送旅客 179.9万人次，同
比增加 13.9万人次，增长 8.4%；
南昌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87.5
万人次，同比增加 1.3万人次，
增长1.6%。

铁路部门提示，节后返程
客流高峰已经到来，请广大旅
客预留充足时间取票、安检、验
票、换乘，以免耽误行程。

据新华社电 刚刚过
去的猪年春节“黄金周”，消
费亮点多多。据商务部10日
发布的数据，春节期间，全
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
超过1万亿元，网络消费、定
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
费等新兴消费亮点纷呈。

据商务部监测，除夕至
正月初六，全国零售和餐饮
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050亿
元，比去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8.5%。

商品消费更重品质。据
商务部监测，春节黄金周期
间，传统年货、绿色食品、智
能家电、新型数码产品、地
方特色产品等销售保持较

快增长。安徽、云南重点监
测企业家电销售额增长
15%左右，河北保定、湖北
潜江重点监测企业绿色有
机食品销售额同比分别增
长 40%和 18.6%。集购物、餐
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购
物中心、奥特莱斯等新兴业
态受到消费者青睐。各大电
商平台坚持春节不打烊，让
消费者在节日期间也能享
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某电
商平台春节期间销售额同
比增长 40%左右。

餐饮消费更显年味。年
夜饭、团圆饭、亲朋宴成为
春节餐饮市场主角，大众
化、特色化餐饮受到青睐。

据商务部监测，各地餐饮企
业年夜饭预订火爆，江苏扬
州重点餐饮企业预订年夜
饭 4000余桌，近 4万人除夕
夜“下馆子”。春节期间，北
京重点监测餐饮企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 10%以上。许多
餐饮企业和网络平台推出
成品及半成品年夜饭外卖、
厨师上门制作年夜饭等服
务，某外卖平台年夜饭订单
量同比增长 107%。

体验消费更受青睐。休
闲旅游、观影观展、民俗活
动等体验式消费越来越受
到欢迎。假期前六天，三亚
八大景区接待游客超过 80
万人次；内蒙古接待游客

476.2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4.6%。全国电影票房超过
50亿元，一大批国产电影叫
好又叫座。故宫博物院举办

“紫禁城里过大年”活动，节
日期间共接待游客近 50万
人次。北京地坛、龙潭两大
庙会日均接待游客 28万人
次，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
灯会日均接待游客超过 20
万人次。

商务部监测数据还显
示，节日期间生活必需品市
场运行平稳。36个大中城市
大米、面粉价格均与节前一
周持平，蔬菜价格有所上
涨，30种蔬菜平均批发价格
比节前上涨 4.4%。

据新华社电 美国“新
视野”号探测器日前传回的
最新照片，颠覆了任务团队
此前对太阳系边缘小天体

“天涯海角”形状的判断。根
据新照片分析，由两个部分
连接而成的“天涯海角”呈扁
平形，而非球体，较大部分形
状像煎饼，较小部分像凹陷
的核桃。

新年第一天，“新视野”
号以约 5万公里的时速从距

“天涯海角”仅3500公里处飞
过，完成人类探测史上最遥
远的一次星际“邂逅”。此前
公布图像显示，“天涯海角”

表面呈淡红色，由两个球体
连接构成，外形酷似“雪人”，
总长度为31公里。

任务团队 8日公布的 14
张新照片拍摄于“新视野”号
飞离“天涯海角”时，由“新视
野”号上的远程侦察成像仪
拍摄于飞越后约 10分钟，与
此前公布的探测器接近“天
涯海角”时拍摄的照片角度
不同。

研究人员将这 14张图片
制成短片，显示“天涯海角”
的两个组成部分并非球体，
而是呈扁平状。取名“天涯”
的较大部分像一个巨大的煎

饼，而取名“海角”的较小部
分像一个凹陷的核桃。这是

“新视野”号飞越“天涯海角”
最重大发现之一。

“新视野”号项目首席科
学家艾伦·斯特恩说：“这些
新图像提出了‘天涯海角’如
何形成的科学谜题，人类此
前从未探测到类似绕太阳运
转的天体。”

“新视野”号项目科学家
哈尔·韦弗表示，“新视野”号
邂逅“天涯海角”时速度太
快，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对“天
涯海角”真实形状的准确判
断。新结果表明“天涯”和“海

角”都比预想的更扁平，这无
疑将激发太阳系早期小行星
形成的新理论研究。

“天涯海角”位于太阳系
边缘柯伊伯带，距太阳大约
65亿公里，比冥王星还远约
16亿公里。柯伊伯带被认为
隐藏着大量冰冻岩石小天
体，它们可能还完好保存着
太阳系刚刚形成时的信息。

“新视野”号探测器于
2006 年 1 月发射升空，旨在
实现人类首次对冥王星等
柯伊伯带天体的探测任务，
寻找有关太阳系起源和演
化的线索。

猪年春节钱花哪？
黄金周零售和餐饮破万亿元

美国“新视野”号新发现：

“天涯海角”呈扁平形而非球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