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29日 星期二
江北 慈城镇八字村、五湖村、季岙村、碎石场

一带、里夹岙村、五联村、张家桥村、南联村、金沙
村、大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西区、排涝站、服
务东区、红梅砖瓦厂、金通驾校、南联苗圃、慈江灌
区管理处、骋骁电器、大公铜制品公司、文华塑业公
司、云湖新型建材、和达石材公司、统达金属制品
厂、金沙村经济合作社、云湖金沙砖瓦厂 （8:00-16:00
有短时停电）

1月31日 星期四
江北 慈城镇八字村、五湖村、季岙村、碎石场一

带、里夹岙村、五联村、张家桥村、南联村、金沙村、大通
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服务西区、排涝站、服务东区、红梅
砖瓦厂、金通驾校、南联苗圃、慈江灌区管理处、骋骁电
器、大公铜制品公司、文华塑业公司、云湖新型建材、和
达石材公司、统达金属制品厂、金沙村经济合作社、云湖
金沙砖瓦厂（8:00-16:00有短时停电）

增加：
1月23日 星期三
江北 慈城镇新三横村、私营城、新城路沿线、

电管站、豪腾服饰公司、通灵电器触点公司、飞越刀
具公司、立甬理容器材公司、爱博特塑胶公司、莱达
科教仪器、新业金属制品、焊接设备厂、振磁磁业公
司、新业金属制品、祥和针织时装有限公司、瑞林电
子公司、大海金属制品、华艺古典家具公司、新华排
涝站、万通电器、意耐特阀门公司、华羽服饰公司、
华兴刀具公司、恒涛日用品贸易公司、越超五金工具

制造公司、湖心别院小区部分、慈湖逸墅小区、毛岙
村、上岙村、慈湖村部分用户、城乡建设管理局、湖
心别院物业、金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北门排、袁姜
电器元件五金厂、福达刀片厂、北门采石场、北门股
份经济合作社、毛力水库、慈湖锻压厂、慈湖防办、
慈湖中学、宁波市自来水江北供水分公司、部队后勤
部、92602部队、37832部队、缪家村、宁波市江北金
房全屋木业有限公司、宁波海迈服饰有限公司、宁波
市惠生工贸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鑫光助剂有限公
司、宁波九思精密设备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年年红
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康华新材料有限公司、宁波甬电
电器有限公司、宁波信杰电缆桥架有限公司、宁波市
江北顺泰不锈钢有限公司、宁波银利机电有限公司、
宁波奥普斯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宁波久久电器有限公
司、宁波志圣烘箱有限公司、仪特电子工业(宁波)有限
公司、宁波市江北宏磊助剂有限公司、宁波翔沣电气
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宏兴铸件制造有限公司、宁波
康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新欣海天电炉有限公
司、宁波知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宁波市宇东齿轮泵
有限公司、宁波市国光化工助剂工贸有限公司、宁波
翔欣家居用品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宁波江北合创服
饰有限公司、宁波市江北宇禾机械有限公司、宁波士
威工艺品有限公司、宁波大海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妙
山街部分、枫湾村、逸龙金属制品厂、市政管理处路
灯、种牧场 （8:00-16:00有短时停电）

国网宁波供电公司
网址：95598.zj.sgcc.com.cn

计 划 停 电 预 告

1.机构名称：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奉化支公司

2.机构编码：000014330283

3.机构住所：宁波市奉化区南山路177号办公12层

4.经营区域：宁波市

5.成立日期：2003年5月22日

6.许可证颁发日期：2019年1月17日

7.许可证流水号：0238899

8.机构负责人：陈孟苏

9.联系电话：0574-88583037

10.客户服务电话：95500

11.邮政编码：315500

12.业务范围：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

信用保险、农业保险等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国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

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宁波银保监局备案完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由宁波市奉化区河头路77号迁
至宁波市奉化区南山路177号办公12层。根据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关于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奉化支公司地址变更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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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20日电
记者 陈爱平 黄扬 任垚媞

春节的脚步近了，您那颗爱旅
游的心是不是早就按捺不住啦？携
程等旅游机构预测，在即将到来的
猪年春节黄金周，我国将有约 4亿
人次出游。人们的旅行半径比往年
扩大了，出境游将前往约 90 个国
家和地区，以国内典型旅游城市为
目的地的出行人数也增长明显。

“避寒”和“冰雪”是两大出游主
题词。

旅行半径扩大，有人
想避寒有人爱冰雪

原国家旅游局数据中心统计，
2018 年狗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
国共接待游客3.86亿人次；出境游
客已达 600万人次。携程旅行网等
机构结合已有预订数据及狗年春节
出游情况分析，猪年春节黄金周期
间，将有约 4亿人次出行，其中出
境游人次将近 700万；人们将前往
约90个国家和地区。

“避寒”和“冰雪”是人们春
节出行目的地选择的两大主题词。
旅游机构分析，2018 年至 2019 年

“避寒游”旺季比往年提早了一周
左右到来。“南下避寒”的游客不
仅来自北方城市，上海、南京、成
都等气候湿冷的南方城市也渐渐成
为“候鸟游”的主要客源地。

伴随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临
近，冰雪旅游持续升温。哈牡高铁
开通，为前往雪乡、亚布力等地的
游客提供快捷舒适的出行享受。

境外目的地选择亦呈现类似
特点。预订前往泰国、印度尼西
亚、毛里求斯等地温暖海岛的游
客大幅增长；同时，冬季境外冰
雪游同比增长 50%左右，赴日本
滑雪以及去南极或北欧各国领略

“冰天雪地”美景的游客预订量同

比大幅攀升。
“这将是全国各地乃至全球各

地更红火的春节黄金周。”驴妈妈
品牌发展部总经理李秋妍介绍。这
家旅游平台称，截至目前，国内旅
游产品预订量同比大增，价格较淡
季高出 3 至 5 成；出境游则同比增
长3成，价格上浮约10%。

文体旅深度融合，购
物关注度下降

综合携程、驴妈妈等多家旅游
机构分析，从目前居民春节出游的
行程安排和产品预订来看，旅游产
品选择体现出文体旅更深度融合的
特征，人们消费升级但花钱更为理
性。

冰雪运动不再是北方人的“专
利”。在长白山、哈尔滨等地，滑
雪、冰钓、赏冰雕等冰雪运动逐渐
升级成为立体、综合的旅行体验，
颇受上海、广东等南方游客关注。

多家旅游机构称，博物馆、文
化遗产、民俗展演成为游客安排行
程中的“必选项”。鼓浪屿、黄山
风景区、杜甫草堂博物馆等具有当
地历史文化特色的景区是 2019 年
元旦、春节的热门目的地。

更从容的旅游路线和产品深受
游客喜爱。驴妈妈旅游网基于其预
订数据分析，猪年春节无论北上还
是南下，“温泉游”都成为不可或
缺的项目之一。

“旅游产品的选择，体现出人
们对修身养性的重视。”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说。

同时，人们更愿意在提升住宿
舒适度和深度体验上花钱。多家旅
行社均表示，猪年春节期间超过 7
成的游客将举家出行，带动备有较
好设施及较全娱乐项目的亲子酒店
预订量大幅提升。

中国旅游研究院此前发布的一
项报告指出，我国居民在出境游时
最集中求助的问题是美食、景点和

交通，对购物的关注度持续下降。

文化、健身、休闲，旅
游浓缩“新生活理念”

文化、健身、休闲……处于消
费升级阶段的中国旅游业，日益融
入更多“新生活理念”。众多境内
外旅游目的地捕捉到我国居民出游
需求的新变化，更精准地新增旅游
产品供给。文化和旅游部称，2019
年春节前将会同体育部门继续推出
新一批体育旅游精品线路，推动体
育旅游新业态的发展。

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发布
冬季上海游特色提示，冬季跑步、
海派文化、博物馆及艺术展是其中
的亮点。故宫博物院展出近 900件

（套） 文物，恢复昔日皇宫过年的
装饰、活动，为观众呈现一个充满
年味的紫禁城。

伴随着新一年高铁网络运力扩
容，多家旅游机构新增更多应季的
旅游产品；区域间旅游合作更为紧
密。携程旅行网上线“哈牡高铁冬
游记”专题；驴妈妈旅游网与黄山
旅游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推出杭黄高
铁旅游专列系列产品。

此外，澳大利亚、日本、印度
尼西亚等多个春节热门的境外目的
地，纷纷推出吸引中国人出行的服
务。例如，布里斯班举办的第九届
亚太当代艺术三年展携手中国艺术
家举办美术展览。

另一方面，多地陆续发布出游
提醒、完善旅游公共服务，保障居
民过个开心年。中国消费者协会最
新发布消费提醒，建议游客做好行
前准备、选择正规旅行社、注意冬
季运动安全等。上海相关部门在近
期展开旅游厕所等旅游公共服务调
研，并将进一步完善城市服务，提
升中外游客出游便捷度；安徽将通
过强化旅游住宿业行业安全监管，
开展冬季旅游综合大检查。

约4亿人次将旅游过年

猪年春节出行玩什么？

1月20日，旅客在广州东站检票进站。 （新华社记者 梁旭 摄）

新华社北京 1月 20日电 （记
者魏梦佳 阳娜） 2019 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网络票务预售
工作 20 日全面启动。记者从北京
世园局获悉，市民可通过网络平
台预购北京世园会门票，4 月 29
日 开 园 后 直 接 刷 身 份 证 入 园 参
观。

北 京 世 园 局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20 日 8 时起，北京世园会启
动个人票预售工作，游客可通过
北京世园会签约线上代理商遨游
网及其合作伙伴携程网等购买。
世园会的票种设置可满足多种需
求。门票分为平日普通票、指定

日普通票、团体票、三次票和全
程票，同时对部分人群提供优惠
票。

指定日是指包括开园日、“五
一”假期、端午节假期、中秋节假
期、“十一”假期等日期，票价为
160 元人民币，其余时间为平日，
票价为 120元人民币。同时，针对
残疾人士、老年人、儿童、学生和
现役军人，北京世园会还设立了优
惠票。

为保障游客游览顺畅和安全，
北京世园会的票务工作推行全程预
约措施，购票后游客可在预约日直
接刷身份证入园，无需换票。1月

20 日至 4 月 28 日预售期间，平日
普通票和指定日普通票在线上购买
可享九折优惠，但三次票、全程票
与部分优惠票需在会期至现场窗口
购买。

针对住宿延庆游客的需求，北
京世园会设置了“跨夜票”，即会
期当日 16 时后入园的游客，第二
天可继续免费参观，引导游客错峰
出游，同时方便其多维度感受北京
世园会盛景，获得更好的游园体
验。

2019 北京世园会将于 4 月 29
日至 10 月 7 日在北京市延庆区举
行。截至目前，已有 110个国家和

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创造了 A1 类
世园会国际参展方数量最多的纪
录。包括国内 31 个省区市、港澳
台地区在内的 120多个非官方参展
者也确认参展。

北京世园会全面启动网络票务预售工作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9日电
（记者孙丁 刘阳） 美国总统特朗
普 19日在白宫宣布一份方案，包
括暂缓部分移民遣返计划等，以
图解决与民主党谈判僵局，结束
联邦政府“停摆”。但民主党方面
对此并不买账。

根据特朗普提出的方案，他仍
要求国会拨款 57亿美元用于在美
国与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建造
钢制屏障。此外，他还要求拨款
8.05亿美元以遏制毒品、武器等流
入美国；拨款 8亿美元用于人道主
义援助等；拨款7.82亿美元雇佣更
多边境执法和工作人员；拨款5.63
亿美元支持移民法庭系统等。

作为妥协，特朗普在方案中

提出将为“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计划受益者授予时长 3 年的
临时身份，一些目前以临时保护
身份待在美国的移民也将享受这
一待遇。

特朗普在讲话中呼吁国会两
党接受这一方案，并透露，参议
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将于下周
就这一方案在参议院举行投票。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
佩洛西 19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
的方案不过是一些此前被驳回提
议的合集，无论是单独还是捆绑
在一起，都无法让人接受，也无
望在众议院通过。她重申，联邦
政府恢复运转后才会和白宫商议
加强边境安全的提议。

特朗普提方案解决“停摆”
民主党不买账

据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月19
日电（记者和苗） 据瑞典媒体 19
日报道，朝鲜和美国代表将在瑞
典举行工作会谈。

据瑞通社当天报道，此次工
作会谈内容将涉及美国总统特朗
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未
来会晤等议题。

瑞通社援引瑞典外交部新闻
官埃米茨勒夫的话报道说：“美

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
芬·比根正在前往瑞典的途中，
将参加由瑞典外交部主持的一个
小型圆桌会谈。”瑞典外交部没
有透露此次工作会谈举办的具体
时间和地点，也不愿透露除朝鲜
外务省副相崔善姬之外的参会人
员。

瑞典外交部 18日证实，崔善
姬已抵达斯德哥尔摩。

朝美代表
将在瑞典举行工作会谈

1 月 18 日，在墨西哥伊达尔戈州特拉韦利尔潘市，士兵在爆炸现
场附近警戒。

墨西哥伊达尔戈州特拉韦利尔潘市的一处输油设施 18日下午遭不
法分子偷油，随后发生爆炸并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伊达尔戈州州长奥
马尔·梅内塞斯19日表示，该爆炸事件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3人，另有
70多人受伤。 （新华社发）

墨西哥输油设施爆炸事件

死亡人数上升至73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