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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三天的中秋小长假正式收官，
一手抓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一手抓文
旅产品供给和假日服务保障，四川文旅
市 场 也 交 出 了 一 份 亮 眼 的“ 成 绩
单”——全省纳入统计的695家A级旅游
景区共接待游客761.67万人次，实现门
票收入6934.93万元。部分重点景区接
待游客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77.28%，门
票收入增长13.53%。全省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共接待群众82.87万人次。据
马蜂窝旅游发布大数据显示，四川省阿
坝州、甘孜州、成都市入围中秋期间全
国旅行热度前十名的地区。

全省开展文化活动2874场
近郊乡村游成首选

据四川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中秋假期期间，全省各地围绕“中
秋”主题开展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
2874场，资阳、遂宁、宜宾、内江、攀枝
花等地举办“万人赏月诵中秋”集中展
演活动，自贡开展“魅力盐都·安逸灯
城”中秋文化旅游系列活动，成都、乐
山、南充分别举办“蓉城之秋国际音乐
季”“月圆中秋·嘉舟传情”“月圆中秋·
情满果州”等系列文艺活动，央视中秋
晚会在凉山州西昌市举办，各地举办
的主题民俗活动氛围浓厚，极大丰富

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假日期间，近郊乡村旅游成为广

大游客首选，雅安、达州等地以品农家
美食，采摘时鲜蔬果，体验乡村生活为
主题开展系列活动。成都市三圣花乡
接待游客28.7万人次、街子古镇接待游
客18.9万人次。

三星堆游客较2019年同期
增长4倍多

从全省各景区景点的“热度”看，
“三九大”品牌引领作用突显，部分重点
景区呈现强劲复苏态势。其中，三星堆
博物馆持续引领文博热，接待游客3.99
万人次，门票收入228.6万元，较2019年
同期分别增长465.17%和352.49%；九寨
沟景区接待游客2.12万人次，门票收入
279.91万元；成都大熊猫基地接待游客
5.7万人次，门票收入211.39万元，较
2019年同期分别增长15.46%和11.15%。
峨眉山、黄龙、四姑娘山、木格措、三苏
祠等景区游客接待量和门票收入较
2019年同期均实现大幅度双增长。在

“三九大”文旅品牌引领下，全省15个5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1.23万人
次，实现门票收入2084.3万元，分别占
全省A级旅游景区的6.73%和30.06%。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9月21日晚，央视中秋晚会如约而
至。今年的中秋晚会四川元素颇多，举
办地在素有“月城”之称的凉山彝族自
治州首府西昌市，主舞台以西昌建昌
古城墙为背景。此外，凉山彝族自治州
大石板古村、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邛海
等场景也一一呈现。晚会还邀请了众
多四川歌手、明星参与，李宇春、吉克
隽逸、陈彼得、丁真、谭维维等带来中
秋的祝福。

今年中秋晚会在节目编排、内容
呈现等方面做了精良策划，容纳建党
百年、脱贫攻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航天精神、奥运精神、民族团结、家国
情怀等主题，同时将科技与艺术相结
合，体现唯美浪漫的艺术风格，呈现一
场融思念团圆和家国情怀于一体、传
统文化与时事热点并重、唯美浪漫与
地方特色兼收的视听盛宴。

晚会中既有聚焦迎来小康的彝族
村寨，展现凉山人民幸福图景的《带我
到山顶》，也有致敬航天事业的《繁星
璀璨的天空》与传递奥运精神的《用尽
我的一切奔向你》等节目。同时，晚会
也延续对传统文化的时尚表达，展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其中，
唯美浪漫风格的国风节目《万疆》在现
场通过高科技技术还原古画，并设置
表演者从巨型立体画卷中乘草船缓缓
来到晚会现场的场景。另一个节目《倾
国倾城》则在表演中呈现了水印木刻，
力求展现中国传统复制工艺，并在舞
台上通过灵活运镜打造空间感，使在
同一地点的两位歌手仿佛置于两个时
空，充满内涵又体现匠心。

此外，今年中秋晚会还通过外景
拍摄与舞台现场相结合的方式，带领
观众沉浸式感受当地生活、城市发展
与精神力量。凤凰传奇演唱的《谁不是
靠着梦想活到了今天》的舞台，便设置
在了凉山彝族自治州大石板古村，表
演者融入夜市，与群众热情互动。交响
演奏《觉醒年代》主题音乐节目则来到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邛海边等地，当地
标志性地点搭配交响乐团与激昂曲
调，更具一种振奋人心的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邱峻峰

央视中秋晚会播出
四川元素大绽光芒

中秋假期亮眼中秋假期亮眼““成成绩单绩单””出炉出炉
四川695家A级景区

接待游客超761万人次
马蜂窝旅游大数据显示，阿坝州、甘孜州、成都市入围中秋期间全国旅行热度前十名地区

昨晚，一轮圆月从天府熊猫塔旁缓缓升起 图据视觉中国

李宇春、吉克隽逸等川籍歌手在央
视中秋晚会上演唱

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大邑董场镇，“天府第一蒸”开
笼，上千份来自天府大地的特色蒸菜，让嘉宾和游客大饱
口福 图据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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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的成都，一轮又大
又圆的月亮挂在天幕。合江
亭边、天府熊猫塔下、自家
阳台上……市民和游客纷
纷拿出手机和相机，记录下
这迷人的满月。玉宇澄净，
冰轮转腾，在这团圆时刻，
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也会互
道一声祝福——“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

记者从四川天府机场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获悉，自9月25日零时起，
蒲都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收
费标准按照一类车0.8元/车·公里
执行，蒲都高速全线11个匝道收费
站已实现与全省高速公路联网。

据了解，蒲都高速公路起于蒲江
县天华镇，顺接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
公路简蒲段，经邛崃市、大邑县、崇州
市，止于都江堰市玉堂镇，连接都汶
高速公路和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
路都江堰至德阳段，全长101.417公
里，采用33.5米双向六车道高速公
路技术标准。该项目于2017年5月开
工建设，2020年12月31日建成通车，
在免费通行9个多月后，将于9月25
日零时起收取车辆通行费。其收费
标准按照一类车0.80元/车·公里执
行，客车车型收费系数为1:2:3:4；货
车及专项作业车车型收费系数为1:
2:3:3.9:4.7:5.4，六轴以上的货车，每
增加1轴收费系数调增0.9。

蒲都高速公路设置寿安西、西来、
孔明、大同、桑园、新场、悦来、金星、怀
远、街子和青城山11个匝道收费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已经1岁的“航天熊猫宝宝”“鑫
鑫崽”征名啦！

去年6月23日，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的大熊猫“鑫鑫”喜诞一只
雌性幼崽。当天，我国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点
火升空。在它成长的这一年，天问一
号火星探测器发射升空，“祝融号”
成功登陆火星，嫦娥五号顺利取回
月壤，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船取
得圆满成功……

如今“鑫鑫崽”已经1岁啦，希望
大家帮这只“航天熊猫宝宝”取一个
好听又有意义的名字。记者从中国
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9月21日
～23日12：00为征名阶段，中国的航
天微信公众号、中国大熊猫保护研
究中心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中
国航天文化官方微博、中国航天科
技集团官方微博、中国航天报官方
微博、中国航天太空创想官方微博
会发布征名活动。大家可在“征名”
微博和公众号文章留言评论或者私
信官方微博“名字+寓意”。

9月24日～25日为投票阶段，将
从征集的名字中甄选出10个名字在

“中国的航天”微信公众号开启投票。
投票结束后，由主办方根据投票情况
及名字寓意，确定最终征用的名字，
并于9月26日在2021珠海论坛中国航
天文化艺术论坛上对外公布。

入选投票阶段的10位取名者，
将获得精美小礼物一份；最后被主
办方采用的名字，取名者将获得熊
猫中心免费年票1张、火箭发射观礼
名额(不含往返交通和食宿)以及中
国航天太空创想小礼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蒲都高速
9月25日零时起收费

“航天熊猫宝宝”1岁啦
快来帮它取个名！
熊猫中心免费年票、

火箭发射观礼名额等你拿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共
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
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
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要坚持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教学和
研究作为重中之重，进一步明
确职责使命，推动内涵式发展，
强化政策保障，着力打造马克
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研究宣

传和人才培养的坚强阵地，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提供坚实学理支撑和人
才支持。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
铸魂育人、坚持守正创新、坚持
系统谋划，积极探索马克思主
义理论教育教学规律、学科发
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更好
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据新华社电 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经合组织）21日发布最新经济
展望报告预计，随着全球新冠疫苗
接种进程继续推进、经济活动逐步
恢复，预计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将分
别增长5.7%和4.5%。这一机构预计，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8.5%。

经合组织预计，2021年二十国
集团经济将增长6.1%，美国和欧元
区经济将分别增长6%、5.3%。

报告指出，各经济体在新冠疫情
暴发前优劣势不同、疫情期间应对措
施不同，导致全球经济复苏仍不平
衡。报告呼吁，为使全球经济复苏走
上正轨，必须付出更强有力的国际努
力，为低收入国家提供所需资源，以
推动疫苗接种。“这既是为了他们的
利益，也是为了全球利益。”

另外，经合组织表示，全球通
货膨胀前景也存在显著差异，美国
和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胀率已
大幅上升，但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
通胀率仍相对较低。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经文
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1年中
秋节假期3天，全国累计国内旅游出
游8815.93万人次，按可比口径恢复至

2019年中秋假期的87.2%。实现国内旅
游收入371.49亿元，按可比口径恢复
至2019年中秋假期的78.6%。

据人民日报

经合组织预计
2021年中国经济

增长8.5%

中秋假期国内旅游出游超8815万人次

同步播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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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办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