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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月 10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0 日致电祝贺非洲
联盟第 32 届首脑会议在亚的斯亚
贝巴召开。

习近平指出，非洲联盟是非洲
联合自强的旗帜。去年以来，在非洲

联盟引领下，非洲一体化进程取得
重大进展，非洲国家在重要国际和
地区问题上继续一致发声，非洲国
际影响不断提升。我对此表示热烈
祝贺，衷心祝愿非洲联盟团结带领
非洲国家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强调，去年 9月，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巨大成功，我
同非洲国家和非洲联盟领导人共襄
盛举，为中非关系发展谋划蓝图。中
方愿同非方携手努力，以落实中非
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

动共建“一带一路”同落实非洲联盟
《2063年议程》、联合国 2030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以及非洲各国发展战略
深入对接，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非命运共同体，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向非盟首脑会议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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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贺 摄）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
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

春节期间观众
超35万人次

③2 月 4 日晚，美国纽约帝
国大厦启动中国春节主题灯光，
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欢度新春
全球荟萃

图文均据新华社

②近日在德国柏林的波茨坦
广场购物中心内，一名行人经过购
物中心内的中国春节特色装饰区。

①2 月 2 日，在俄罗斯莫斯
科市郊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
馆举办的新春联谊会上，中俄青
少年合唱歌曲，共同庆祝中国农
历新年。

③③

①① ②②

中国农历新年之际，精彩纷
呈的庆祝活动在许多国家展开，
各国民众和华侨华人共同体验中
国春节文化、共享节日快乐。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
（记者于佳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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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4 日至 1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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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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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
者胡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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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运营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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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黄金周零售、餐饮超万亿元
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

新华社曼谷2月1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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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需
要继续治疗。

得知消息后，中国驻宋卡总领
馆高度重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

驻普吉领办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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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日，泰方普吉府副府尹、旅游
警察、移民局和游客服务中心的负责
人均赴医院慰问伤者，并提供协助。

10 日上午，中国驻宋卡总领
馆驻普吉领办负责人再次赴医院
看望伤员，所有游客均情绪稳定。

11 名中国游客来自浙江省杭
州市的两个家庭，以自由行方式到
普吉旅游。

泰国发生快艇撞船事故
致11名杭州游客受伤

新华社北京2月10日电（记
者樊曦 齐中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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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互联
网、电话成功预订车票尚未取票
的旅客，请尽量提前取票；乘车
时请携带车票及与票面信息一致
的有效身份证件，核对好乘车时
间、车站、车次等信息，预留充
足时间取票、安检、验票、换
乘，以免耽误行程。

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据新华社首尔 2 月 10 日电
韩国和美国代表 10日在首尔草签
第 10 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
根据协定，2019 年韩国承担驻韩
美军防卫费1.0389万亿韩元（约合
9.24亿美元）。

当天，韩国外交部韩美防卫费
分担谈判代表张元三和美方谈判
代表蒂莫西·贝茨在韩国外交部大
楼签署协定。协定需获韩国国会批
准后正式生效。

根据韩国外交部发布的消息，
韩美双方通过 10次正式会议和多
个外交渠道进行紧密磋商，最终就
协定达成一致。协定有效期为 1
年，在就下一份协定未达成一致
时，韩美双方可协商决定是否将现

有协定延期。
韩国外交部表示，美方要求韩

方根据韩国地位和经济能力大幅
增加防卫费分担金额。但韩国政府
综合考虑驻韩美军对半岛防卫贡
献、韩方财政负担能力及半岛安保
状况，最终将今年韩方防卫费分担
预算增长率确定为 8.2%。韩国外
交部强调，美方明确表示不考虑在
驻韩美军规模上作出任何改变。

韩美两国自去年 3 月起就第
10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展开
谈判，但因在分担金额等方面存在
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美方要
求韩方每年承担至少 10亿美元费
用，并将协定有效期从此前的 5年
缩短至1年。

韩美草签第10份驻韩美军
防卫费分担协定

2月9日，“雪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
2月9日，“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抵达南极中山站，并于当天开

始用船载直升机“雪鹰12”向中山站吊运燃油。 （新华社发）

“雪龙”号抵达南极中山站

据新华社惠灵顿2月10日电
（记者卢怀谦 李惠子） 一个国际
研究团队最新报告说，随着南极
和北极的冰盖继续融化，2019 年
全球各地的极端天气事件可能会
更多、更严重。

这 一 研 究 团 队 日 前 在 英 国
《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综合
利用气候模型及卫星数据来模拟
分析冰盖融化后的水进入地球海
洋水系后可能出现的情形，并呼
吁各国政府评估极端天气增多可
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模拟结果显示，随着全球变

暖，来自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大
量融水将进入海洋。“根据我们的
模型，大量融水的汇入会对洋流
造成严重破坏，进而导致更多的
极端天气事件，每年的温度变化
也会变动更大。”领导这项研究的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南极研究中
心副教授尼克·格列齐说。

以北大西洋为例，融水的汇
入将导致大西洋深层水循环显著
减弱，从而影响沿海洋流，这将
造成中美洲、加拿大东部和北极
高地的气温升高，与此同时西北
欧的气候变暖会有所减弱。

研究预测

今年全球会有更多极端天气

2019年春节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