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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六号运载火箭

改进型正在研制

预计2020年底首飞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八院了解到，为满足中型载荷的发射需
求，八院正在研制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通
过捆绑 4枚固体助推器，进一步提高运载能
力，预计于2020年底首飞。

长征六号运载火箭作为八院商业发射
的主力军，具有运载能力适中、整流罩空间
大、环境条件优、发射周期短、配套专属发射
工位等优势。此前分别于 2015年 9月和 2017
年 11月以一箭 20星和一箭 3星的方式圆满
完成两次飞行试验。

长征六号全箭长 29.3米，为三级构型，
起飞质量约103吨，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运
载能力为1吨，支持单星发射、多星发射和搭
载发射。通过水平整体测试、水平整体星箭
对接、水平整体运输起竖的“三平”测发模
式，可完成各类航天器的快速发射任务。

长征六号执行经理丁秀峰介绍，针对当
前日益增长的商业发射需求，长征六号可为
卫星配套多种标准化、通用化、产品化和系列
化的星箭分离装置，可为国内外商业用户提
供“专车、拼车、顺风车”等多种灵活的服务模
式，并将通过整流罩型谱扩充、流程优化等系
列技术改进，进一步增强市场竞争力，为商业
发射提供更为方便、快捷、全面的服务。

据新华社电 中国银联 2
月 11日发布的最新春节消费数
据显示，除夕至初六放假期间，
银联网络交易再创春节长假历
史新高，交易总额首次突破万亿
元，达 1.16万亿元，较去年同期
增长 71.4%。不仅国人消费升级
趋势明显，而且越来越多的境外
人士赴中国体验年味。

“今年春节消费有两个特
点值得关注：一是老百姓更舍
得花钱，不论是孝敬老人、奖励
晚辈还是犒劳自己，交易都有
显著增长；二是文化娱乐和旅
游消费增长迅速，成为今年过
年的消费亮点。”中国银联数据
分析师陈汉说。

数据显示，春节期间银联卡
日 常 类 消 费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74.7%，高于平均增幅。具体来
看，黄金珠宝类消费备受欢迎，
金额同比增长超过 9成，不少人
选择购置珠宝首饰，讨一个好彩
头。此外，买年货、逛庙会等传统
消费保持平稳快速增长，年夜
饭、团圆饭预订尤为火爆。

文娱消费走俏，消费升级趋
势明显。春节期间，滑雪、健身等
运动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喜爱，
运动类消费金额较去年同期增
长了 1.2倍。老百姓不仅追求身
体健康，也注重文化熏陶。赏话
剧、看电影等文娱消费支出大幅
上涨，增幅超过 1倍。宁夏、内蒙
古等西部省份娱乐消费支出同
比增幅最高。

旅游消费持续走高，移动支
付成新宠。今年春节假期，旅行

社、大型景区售票、宾馆住宿等
旅行相关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过 9成。“一带一路”沿线成为新
兴热门旅行目的地，缅甸、摩洛
哥、印度、土耳其、芬兰等地交易
量显著增长。

随着受理环境的逐步完善，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青睐更加安
全、快捷的新兴支付方式，云闪
付App等移动支付产品受到欢
迎。春节期间，银联移动支付业
务交易笔数和交易金额较去年
同期分别增长了2.5倍和4.4倍。

此外，有越来越多境外持
卡人赴中国体验年味。随着银
联卡境外发行突破 1亿张，春节
期间 37个境外市场的持卡人在
境内用卡，交易金额同比增长
超过 2成。

今年元宵节
“十五月亮十五圆”
已连续三年如此

据新华社电 元宵节即将到来，这是农
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吃元宵，看花灯，
赏圆月“一个都不能少”。天文专家表示，今
年元宵月依然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已连
续三年（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如此。到
了 2020年，这一“纪录”将被打破，这一年的
元宵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赵
之珩介绍，月亮圆缺变化一周为一个“朔望
月”，周期是 29.5天，这个月中月亮最圆（即
满月）的那天称“望日”。

只有当月亮与太阳的经度相差 180 度
时，从地球上看，月亮与太阳处在正好相对
位置的时刻，才能看到圆月。但是，月亮围绕
地球运行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最近时有36万
千米，最远时有 40万千米，由于万有引力的
关系，近时走得快一些，远时走得慢一些。由
于月亮转动的“步伐”有快有慢，因此每个月

“望”的时间也有差异，农历十四、十五、十六
和十七都有可能，其中，以十五、十六这两种
情况居多。

据新华社电 记者 11
日从民航局获悉，2019年春
节假期期间（2 月 4 日-10
日），民航运行安全平稳有
序，共保障航班 11.1 万班、
运送旅客1258.6万人次，同
比分别增长6%和10.6%，平
均客座率约86%，全国航班
正常率为83.31%。

民航局监测的全国主要
城市始发航班数据显示，假
期前两天（2月4-5日），民航
出港航班客座率整体相对较
高的机场集中在丽江、乌鲁
木齐、天津、上海、重庆、宁
波、杭州等地。由于我国有在
家团圆过大年的传统习俗，
除夕当天为旅客运输低谷。
除夕后，旅客运输量和各机
场出港客座率均逐日提升，2
月 8 日-10 日西双版纳、北
海、井冈山、三亚、丽江、海
口、哈尔滨等机场平均出港
客座率超过 95%，南宁、成
都、黄山等20余个旅游目的
地机场平均出港客座率超过
92%；假期最后一天（2月10
日）达到返程最高峰，单日旅
客运输量达到202.6万人次，
创春运历史新高，民航出港

航班平均客座率超过90%。
受今年春节假期期间

华东、中南、西北、新疆等地
区低能见度和降雪天气影
响，南京、西安、郑州、武汉、
乌鲁木齐等机场部分时段
出港航班出现延误。面对特
殊天气情况，民航各单位严
格落实国务院和民航局要
求，强化组织领导，认真落
实工作预案，及时报送和公
布航班运行信息，妥善安排
滞留旅客。

数据显示，2019年春节
期间民航局消费者事务中心
共受理消费者投诉142件, 较
2018年春节期间增加10件，
同比增长7.58%。其中航空公
司134件，机场投诉8件。受理
咨询47件，较2018年春节假
期 减 少 43 件 ，同 比 减 少
47.78%。投诉原因主要集中
在因天气因素导致的航班取
消以及航班延误或取消之后
的后续安排保障等方面。

据统计，截至 2 月 10
日，春运21天（1月21日-2
月 10 日）民航累计运输旅
客3746.2万人次，比2018年
春运同期增长10.4%。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中国
铁路总公司获悉，11日，正月初
七，铁路客流保持高位运行，全
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3万人
次，春节假期7天发送旅客6030
万人次。

2月10日，全国铁路发送旅
客1264.6万人次，同比增加52.7
万人次，增长 4.4%，铁路运输安
全平稳有序。其中，武汉局集团
公司发送旅客87.7万人次，同比
增加2.4万人次，增长2.8%；上海
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197.7万人
次，同比增加 9.5万人次，增长
5.1%；广州局集团公司发送旅客
182.1万人次，同比增加 23.4万
人次，增长14.7%；成都局集团公
司发送旅客 122.1万人次，同比
增加3.0万人次，增长2.6%。

2月11日，为应对返程客流
高峰，全国铁路继续加大运力
投放，预计加开旅客列车 1151
列。其中，北京局集团公司加开

去往东北、郑州、武汉、西安、川
渝、山东等方向的列车75列；武
汉局集团公司加开至北京、广
州、上海、宜昌等方向的列车
121列；济南局集团公司加开至
上海、北京、沈阳等方向的列车
39列；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至
上海、北京、广深、川渝等方向
的列车130列；成都局集团公司
加开至上海、广东等务工热门
方向的列车120列。

春节假期，中国铁路总公
司组织50万名干部职工坚守岗
位，加强线路设备整修，积极应
对雨雪天气，全力迎战节后春
运返程客流高峰。各地铁路部
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强运输组
织，优化站车旅客服务，努力打
造平安、有序、温馨旅途。沈阳
局集团公司大连站为重点旅客
配备了暖手宝和热水袋，旅客
实名登记后可免费使用；北京
局集团公司北京站在客流高峰

期开设“急客通道”，为距开车
15分钟以内的旅客进站上车提
供便利；西安局集团公司西安
北站设置 15 个“一键求助”按
钮，旅客可按键与车站服务人
员实时语音对话，进行答疑解
惑；济南局集团公司针对雨雪
降温天气，加强设备设施检查，
在站台、进站通道、车站广场等
重点部位铺设防滑草垫，确保
列车运行秩序和旅客出行安
全；南昌局集团公司管内各站
提前与市政公交部门联系，方
便夜间到达旅客换乘市内公交
车；南宁局集团公司在南宁站、
南宁东站、桂林站等为旅客开
设“咨询台”、完善站内标识、升
级设备设施、加强组织引导，为
换乘旅客提供便利；成都局集
团公司对管内车站验证、安检
通道布局及标志标识等进行优
化调整，加快旅客进站速度，减
少排队等候时间。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公安
部获悉，2月 4日至 10日春节假
期期间，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
安秩序良好。全国接报刑事类
警情同比下降 11.5%，涉及人员
伤亡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同比下
降 42.3%，2405场大型活动安全
有序。

节日期间，各地严格落实
公安特警屯警街面动中备勤、
公安武警联勤武装巡逻等工作
机制和“1、3、5分钟”快速响应
机制，全面加强商业繁华区、旅

游景点、车站码头、大型活动现
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和重点部
位、重要基础设施的巡逻防控。
结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各地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农村赌
博、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等专项
行动，有力维护了良好社会治
安秩序。节日期间，全国接报刑
事类警情同比下降 11.5%，2405
场大型活动安全有序，重点旅
游景区秩序井然，未发生拥挤
踩踏等治安事故。

针对春节期间大幅上升的

交通流，特别是返程高峰与雨雪
恶劣天气叠加对道路交通带来
的不利影响，公安部坚持每日调
度研判，及时调整勤务安排。全
国公安交管部门日均出动警力
17万人次、警车 6万余辆次，共
启动交警执法服务站 4000 余
个、设置临时执勤点2万余个。

节日期间，全国道路交通安
全形势平稳，未发生长时间长距
离交通拥堵，未发生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涉及人员伤亡道路交通
事故起数同比下降42.3%。铁路、

交通、民航公安机关全面强化安
检查验、服务保障等措施，严厉
查处倒卖车票、霸座卖座和各类
干扰航空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车站机场、港口码头治安秩
序维护，全力保障了节日期间群
众平安出行。

按照公安部部署，全国遍布
城乡的 5.4万个公安派出所自 2
月 1日起，集中开展走访慰问群
众暨“警民同心”主题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全国公安派出所组织
民警、辅警 190余万人次，先后

深入 1700余万个家庭，180余万
个企业、单位走访、慰问和帮扶，
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34万余
起，发现整治各类治安隐患 9万
余起，救助帮扶危难群众 2500
余万人。

春节期间，广大民警坚守岗
位、无私奉献，舍小家为大家，巡
逻在大街小巷，守护着万家平
安，用汗水甚至生命换来春节假
期安宁祥和、千家万户平安幸
福。春节期间，9名民警、辅警因
公殉职。

春节期间全国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

降 降刑事警情 交通事故

2月11日，求职者在江苏省淮安市金湖
县新春招聘会上了解招聘信息。

春节假期过后，各地求职者忙着求职应
聘，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 新华社 发

节后求职忙

2月4日，乘客在江苏泰州开往黑龙江哈尔滨的Z157次列车上观看窗花。 新华社 发

春节假期铁路送客 万人次
返程高峰仍在延续，多条线路加开旅客列车

2月11日，河北唐山遵化市西三里乡西三里村农民在
大棚内劳作。

初春时节，各地农民陆续投入春季农业生产，一派人
勤春早的忙碌景象。 新华社 发

春节银联网络交易破万亿元
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71.4%

初春农事忙

相关新闻

民航共运送旅客
逾1258万人次

假期最后一天，单日旅客运输量达到202.6
万人次，创春运历史新高

港中旅昨日宣布

“回乡证”办理
将网上预约

据新华社电 香港中国旅行社（港中旅）
11日宣布，为提高办证服务效率，港中旅将
于3月15日正式启用新预约系统，对“港澳居
民来往内地通行证”（俗称“回乡证”）相关业
务等办证服务全面实行网上预约。

港中旅介绍，新预约系统涵盖首次申
请、遗失补办或到期、毁损、持证人资料更改
需换发“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等相关
业务，以及以逗留签注在港的内地居民办理

“往来港澳通行证”换发和逗留签注延期等
相关业务。上述业务可提前 28天预约。预约
系统每日零时发放最新可预约日期的筹号。

新预约系统启用后，申请人可在港中旅
网站预约办证时间和地点，然后依约前往证
件服务中心办理。除特殊情况外，各证件服
务中心不再提供即日现场筹号。

特殊情况包括：70周岁（含）以上长者、
未满 3个月婴儿、残疾人士、办理“出入境通
行证”（简称“临通”）人士等特殊需要人士，
如未能提前网上预约，各证件服务中心可依
据当日实际接待情况安排办理；证件过期、
毁损或遗失，如因探病、就医、奔丧、就学等
紧急原因需入境内地，却又无法预约就近时
间段的，说明情况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或要
求加急办理的声明书，各证件服务中心将视
实际接待情况安排办理加急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