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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落下帷幕，各省份
国庆假期旅游经济数据陆续出炉。记
者从省文旅厅获悉，截至10月8日，至
少25个省份公布国庆假期旅游收入情
况。其中，江苏省以631.27亿元位居
首位，成为公布数据的省份中，旅游收
入唯一突破600亿元大关的地区。

假日旅游，我省在取得亮眼收入
的同时，出现哪些新变化？折射了哪
些消费趋势？

预约参观，提高旅游舒适度

“以为朋友‘失联’了，可他只是
去了趟中山陵。”两年前的“十一”小
长假，南京中山陵曾因这样一条微博
而“火”。当年由于客流“井喷”，景区
出现“找不到4G信号”的情况。去年
起，中山陵景区启动网上免费预约，
力避假日“拥堵病”，如今这种现象再
也不会发生了。

今年起，更多热门景点开始实行门
票预约制，并逐步关闭线下售票窗口，有
效控制游客游览量，提高旅游舒适度。

长假期间，苏州全市纳入监测的
42家4A及以上景区共接待游客720
万人次，同比增长3%。其中，苏州博
物馆、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实行分时
预约，均衡每时段游客入园人数，尽管
游客总量与以往差别不大，但游客游
览舒适度大为提升，预约效应凸显。

为向游客普及预约观念，假日前及
假日期间，苏州市文广旅局强化信息发
布，三大通信运营商联动发送分时预约
的提示短信，并在游客集中的高铁、地
铁及重点景区周边设置19个旅游志愿
服务岗，7天假期，共接待游客询问14
万人次，回答各类问题20万个。

与此同时，苏州园林部门实行片
区网络化管理，根据游客量调整入园
节奏，引导游客单向游览，加速入园速
度。游客到热门景区“花钱找罪受”的
现状，在各类机制的作用下有所缓解。

瞄准冷门，小众成新宠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从舒适感
来讲，最好选择“错位出游”“错峰出
游”，选择一些高质量的“温冷”景点。

到宿迁项王故里了解西楚文化，到
连云港云台山观云海相接，到盐城大丰

赏荷兰花海……与“大热”的苏南相比，
苏中、苏北一直是江苏旅游的“洼地”。
而现在，到苏北旅游，成为“会玩”的旅
游达人的新选择。优质和独特性，使得
这些昔日小众景区变身“网红”。

徐州、淮安等城市着力挖掘“红
色文化”，发展“红色旅游”。携程数
据显示，徐州成为“十一”假期人气前
十的“红色旅游”城市，淮海战役纪念
馆等跻身“红色旅游”十大热门景
区。长假前三天，徐州酒店预订同比
增长超过300%。

9月26日，韩国旅游发展局韩中
旅游支援促进说明会在连云港召开，
10月6日至7日，首批343人的韩国
旅游团即乘坐海轮来连云港，开启中
韩旅游合作的新大门。西游文化、海

滨度假、温泉康养……多条旅游线路
让连云港“旅游目的地”效应凸显。
长假期间，该市16家重点旅游景区
接待游客数同比增长11.39%，门票
收入同比增长13.33%。

消费升级，新业态悄然兴起

随着消费升级，一系列旅游新业
态悄然兴起。

分众旅游是明显的趋势。年轻
人喜欢“定制游”，中年人喜欢自驾
游，老年人喜欢“休闲养生游”，要满
足不同年龄层次游客的需求，首先要
有丰富的旅游供给。

以夜光游为代表的夜间经济火爆，
夜间文化旅游项目进一步丰富——在
苏州，古运河、金鸡湖、山塘街、平江路

等游船和网师园、山塘街、周庄等地夜
间演艺项目一票难求；南京市文旅局统
计，假日期间，该市夜间消费占文化旅
游市场消费比重提高到54%。

“家门口”养生餐饮和休闲保健
成为假日旅游新热点。一些寺庙景
区结合自身特点，在国庆假日期间推
出“国庆祈福”“禅宗养生”等活动，各
类星级酒店、农家乐、养生休闲场所
也适时推出“品养生佳肴、享养生理
疗”等消费产品。

曾经高端的旅游业态也愈发亲
民。在南京旅游集团半城大山房车
度假区，节前一周房车预订就已达到
九成以上；六合巴布洛动力伞项目，
仅10月3日当天就执飞60多次。

比拼服务，从硬举措到软实力

假日里，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
过提升旅游服务，改善旅游消费环境
来吸引游客。

扬州市政府大院在清明节、劳动
节和国庆节3个法定节假日开放内
部停车场，机关餐厅提供淮扬特色简
餐，市委市政府成为“打卡地”，受到
网民一致好评。

提高城市旅游形象，需要软硬件
全面升级。10月1日南京首辆环城
游5G体验车投入运营，车上搭载有
5G网络和智慧乘车系统，穿梭在南
京各大景点之间。苏州市文旅集团
会同苏汽集团推出水陆换乘旅游特
色线路产品，水上旅游巴士项目日均
接待游客3000人次。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出游的舒适
度，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A级景区舒
适度小程序，打开小程序，全省23家
5A级景区实时在园人数一目了然，
并用5种颜色标示舒适度等级。“南
京文旅”微信公众号、“我的南京”
APP等平台，共同发布景区舒适度指
数和各类文化旅游资讯，游客可通过
手机终端，观看景区主入口的实时客
流情况，为出行计划提供参考。各地
通过做强“智慧旅游”，力争让游客出
游更便捷舒适。 本报记者 付 奇

左图：4日，在扬州宋夹城运河文
化嘉年华现场，水上表演精彩绝伦。

本报记者 乐 涛摄

从“十一”黄金周看假日旅游新变化

预约参观成常态 小众景点成新宠

本报讯 镇江市润州区投资环
境推介会暨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对
接会最近在上海举行，长三角地区知
名企业家、高校专家学者参会，签约
19个项目。2019年“润州英才”计
划同步启动。

作为主城核心区，润州区大力深
耕城市经济，明确现代旅游、生产性
服务、绿色低碳、智能制造和高端商
贸等五大产业发展方向。今年以来

该区精准招商，集中签约四批次共
66个产业项目，正在洽谈项目 45
个。润州区委书记高国成介绍，抓住
用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重大战略机
遇，深度对标苏南、提升发展热度，
以“效能革命”为抓手优化营商环
境，着力招引新项目、发展新产业、培
育新动能，探索以现代服务业为主
体、新兴产业为先导的城市经济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 （大 卫 彦 杰）

镇江润州持续发力城市经济

本报讯 9月下旬，被誉为“质
量奥林匹克”的第44届国际质量管
理小组会议(简称ICQCC)在日本东
京落下帷幕，扬子江药业集团选送的
3个质量管理小组课题全部获得金
奖。这是扬子江药业连续5年在国
际QC大赛中获奖。2015年至今，
扬子江药业在历届国际质量大会上
共荣获金奖20项。

连续5年在国际质量大赛中绽
放光彩，源于扬子江药业数十年来
对药品质量的不懈追求。到目前，
扬子江药业已累计开展1000多个
课题攻关活动，有10余项QC成果
填补国内外技术空白，多项成果获
国家发明专利，累计为企业创造经
济效益超5亿元。

（马曹冉 顾介铸）

扬子江药业获国际QC赛金奖

本报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
局集团获悉，长三角铁路将于10月
11日零时起实施第四季度列车运行
图，优化调整部分列车开行方案。
本次调图后，宁启铁路将实现全线
贯通运营，全线开行列车达41.5对，
南京至启东间将首开复兴号动车组
列车，最高运营速度160公里/小时。

宁启铁路西起南京，东至启东，是
国家快速铁路网和长三角地区城际轨
道网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5月，
宁启铁路一期南京至南通段复线电气
化工程开通运营，并首开动车组列
车。2019年1月，宁启铁路二期南通
至启东段开通运营。

（梅剑飞）

宁启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

本报讯 为支持打好打赢污染
防治攻坚战，促进生态环境质量持
续改善，近日，省财政下达中央污染
防治专项资金14.54亿元，支持开
展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等工作。
同时，为切实提高资金使用绩效，中
央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全部纳入财政

绩效评价范围，进行全过程、全方位、
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

今年，我省共获得中央财政大气、
水、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14.54亿
元。其中，大气污染防治资金3.63亿
元，水污染防治资金9.34亿元，土壤
污染防治资金1.57亿元。（许海燕）

省财政下达2019年
中央污染防治资金近15亿

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党中央
着眼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的重
大制度安排，是化解新时代我国社会
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
题的重大民生工程。南通市委市政府
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发展理念，全面落实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基本方略，以“减少相对贫困、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为目
标，突出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和市级
经济薄弱村两大工作重点，实施健康
援助、产业引领、就业创业、资产收益、
教育助力、住房安全、兜底保障、助残
护残、扶贫扶志等九大行动，确保明年
全市低收入人口年人均纯收入达到
7000元以上，92个“市级经济薄弱
村”集体经营性年收入达到50万元以
上，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
更加坚实的基础。

截止到2016年底，南通市共有92
个村集体收入低于50万元的经济薄
弱村；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低于7000
元的建档立卡户有109684人、62028
户。由于死亡、外嫁、服刑、新增等原
因，截至目前，全市建档立卡户为
98861人、56956户，未脱贫人口7456
人、4031户，累计脱贫率92.70％。

健康扶贫，为贫困户构筑“安全网”

在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中，因病因
残致贫率高达73.34%。针对这一严峻
状况，南通市出台政策，对症施策，将健
康扶贫作为脱贫攻坚首战行动，建档立
卡低收入人口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险
范围，个人出资部分全部由各级财政给
予全额补助，让低收入人口看得起病，
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负担。

“多亏了政府的健康扶贫医疗补助
资金，减轻了我看病的负担。”家住海安
市墩头镇双溪村24组的纪发林，今年
67岁，5月份因老年性心脏病在镇中心
卫生院住了10天，住院总费用4172.04
元，补助前需自付总金额879.58元，扣
去垫付6%医疗补助资金和机构其他救
助资金，患者总自付金额仅417.21元，
患者总自付比例仅10%。

老纪之所以能得到这样大的看病
优惠，主要得益于海安市实施的一系列
健康援助政策和举措。去年12月1日，
海安在南通地区率先试点建立“江海健
康扶贫基金”，从财政中专门辟出500
万元资金，成立“江海健康扶贫基金”，
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一旦住院治疗，将
在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

救助、商业保险等政策后，再享受住院
医疗总费用6%的补助，进一步织牢扎
密因病致贫防护网。同时，民政部门制
定救急难实施细则，根据可报范围内自
付费用，门诊和住院分别按照50%和
70%的比例，封顶线分别按照1000元、
10万元给予救助，仅上半年就有2291
人享受了351.7万元医疗救助，基本实
现“应保尽保”，充分发挥了“最后一道
安全网”的兜底作用。

据 统 计 ，去 年 ，南 通 为 全 市
104281名建档立卡人口购买商业保
险总保费 1243.71 万元，完成赔付
936.29万元；今年继续为建档立卡低
收入人口购买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
商业保险，保费不低于每人每年120
元，参保对象因40种重大疾病或意外
伤害合规医疗费用剩余部分100%补
偿；全市组建家庭医生团队1374个，
签约率98.99%。

靶向施策，增强低收入户获得感

在脱贫攻坚工作实践中，南通市
纪委派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组加强监
督管理，确保脱贫攻坚措施落到实处，
让建档立卡低收入人口有更多的获得
感。全市规定针对贫困户致贫原因实
施精准帮扶，具体内容包括：致贫原
因、脱贫方案、脱贫路径、选好发展项
目，争取资金支持；送惠农政策；提供
市场、供求、务工等致富信息；有针对
性地开展实用技术、劳动技能、致富本
领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和技术指导等，
增强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如东县建立“县、镇、校”三级管理
网络，每学年初都要更新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情况数据库，为保障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就学打开一条“绿色通道”。
如东税务局“爱心妈妈”团队就是结对
帮扶中的一面旗帜。这支爱心团队从
1994年成立以来，帮助了1300多名
困境儿童，让许多建档立卡贫困户适
龄学生重返校园。如东高新区银杏村

“第一书记”是税务局派出干部担任
的，“爱心妈妈”团队与村里5个低收
入户的孩子结成帮扶关系。两年来，

“爱心妈妈”不仅关心、解决孩子的生
活、学习，还给他们过集体生日，帮助
孩子重拾信心，“爱心妈妈”团队获得
全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去年
荣获“江苏时代楷模”先进群体称号。

从“十一五”开始，海门市推进“万
人帮万户、共赴小康路”活动，至2018
年底，仅帮扶资金已达2亿元左右。

今年以来，全市帮扶资金已达683万
元，其中经济薄弱村达341万元。从

“十三五”起，海门市每年投入300万
元用于低收入农户的整村推进工作，
2019年实施光伏扶贫、山药种植、圆
胡中草药种植等26个项目，投入资金
755.2万元，预计将带动全市低收入农
户1322户、2515人增收。同时，探索
托管扶贫模式，对于部分年龄较大、身
体不好欠劳力的农户，采取“全托管”
扶贫方式，将扶贫资金拨付给合作社，
由合作社集中养殖、种植，带动低收入
农户增收。

多措并举，壮大村集体经济

南通市脱贫攻坚战有两个目标，
即建档立卡低收入户人均年度收入达
到 7000 元，村集体收入达到 50 万
元。达到这两个目标，就完成了扶贫
任务。南通市在增强经济薄弱村发展
动力，提升村集体经济实力方面，遵循
因村制宜，“一村一策”的思路，开展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从政策上给予有力
支持，增强村集体经济发展能力。

如皋市有13个“省定经济薄弱
村”、20个“南通市经济薄弱村”，建档
立卡低收入人口有3.4万，是南通市
脱贫攻坚重点地区。江安镇曹杜村地
处黄桥革命老区，是南通市首批经济
薄弱村之一，2016年被列为财政部扶
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村，村里成
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入股面积1200多
亩，占全村耕地总面积40%。试点两
年来，累计实现收入45万多元，2017
年村营收入105万元，其中村集体经
营收入达40万元，为农户直接创收
58万元，其中为建档立卡低收入户带
来务工收入26.5万元，带动32户建档
立卡低收入户脱贫增收。目前，该市
试点的30个村中，有10个村开展集
体经营土地股份合作，每村扶持200
万元；其他20个村主要以建设店面房
和标准厂房出租，每村扶持60万元，
预计每村年收益在6万－8万元，有力
带动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

海门市在余东镇试行光伏发电扶
贫初战告捷。该市采取“农户贷款+
村级筹措+协会补助+企业赞助”模
式，共投入1138万元，建成296座光
伏电站，安装总容量1500余千瓦。并
网发电后，每户每月发电收入200元、
每村2000元左右，全市661个建档立
卡低收入农户因此享受到“阳光红
利”。“十三五”以来，海门市还投入

1.17亿元集中购置物业项目，确保全
市每个南通市级和海门市级经济薄弱
村每年都能获得18万元和9万元的
稳定收入。

据南通市扶贫办统计，到今年底，全
市经济薄弱村建立的新型合作农场比例
将达到60%；到明年，将提高至80%以
上，高标准农田土地流转率也将达
80%。13个“省级经济薄弱村”的13个
项目已全部实施，累计拨付资金988.75
万元。92个“市级经济薄弱村”购置物
业用房，每个项目筹资规模300万元左
右，已有83个领取了不动产权证。

对标找差，提档提速目标可期

脱贫攻坚“九大行动”实施后，南
通已实现了助学政策全覆盖、兜底保
障提档、社保扶贫应保尽保、产业扶贫
全覆盖。从今年7月1日起，南通5个
区的城乡低保平均标准由660元/月提
至680元/月，海安、如皋、如东城乡低
保标准由620元/月提至650元/月，启
东、海门城乡低保标准由640元/月提
至670元/月。以县（市、区）为单位实
现城乡标准一体化。仅此，兜底保障
的低收入户全部达线脱贫。全市7201
名依靠家庭抚养的无业成年重度残疾
人全部参照单人户纳入低保保障，有
就业意愿的残疾人实现全部上岗。对
建档立卡未脱贫4134户、7705人及低
保对象、特困人员等困难群体，做到
100%参保登记、100%为其代缴全部
最低标准养老保险费、100%享受城乡
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针对建档立卡低收入户“两不愁、
三保障”中，住房安全保障存在短板的
情况，南通市坚持把农村建档立卡低
收入户等4类重点对象的危房改造摆
在优先位置，今年落实了2109户改造
任务,其中包括152户建档立卡户，确
保年底前完成改造。

“对照序时目标任务，南通在年底
前将全面打赢、实现脱贫攻坚战三年
行动计划，向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
交出一份满意答卷。”南通市扶贫办主
任朱进华表示，对已脱贫两年以上的
低收入农户脱贫基础不扎实、收入不
稳定易返贫的现状，南通市将对脱贫
退出的低收入人口、经济薄弱村，按照
在一定时期继续享受扶贫相关政策的
要求，做好巩固提升工作，做到脱贫不
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脱责
任、脱贫不脱监管。
平 根 王建明 周利民 丁亚鹏

南通：“九大行动”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