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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长版
“
五一”将迎旅游热，自驾成首选
旅游人次或达清明假期两倍以上，省内周边游受欢迎
上周末，“五一” 可以连休5天的消息一出来便登上热
搜。这是我国自2008年调整节假日放假方案后“五一”首次
放假5天， 也是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首个5天小长
假。这一利好消息，能否让旅游市场出现“补偿性消费”？
4月12日，记者从线上平台获悉，“五一”假期国内旅行
市场的复苏脚步将进一步加快，并呈现三大趋势，周边游
热度将进一步上升，自驾游成为游客首选。此外，一些针对
“五一”的旅游新产品也正在逐步上线。
■记者 丁鹏志

调查

更多人将选择3天以上出游

数据显示，4月9日消息公
布后的一天时间内， 携程旅游
板块跟团游、 自由行等产品搜
索量环比增长超300%。携程旅
游预计，“五一” 热门的旅游目
的地有三亚、上海、厦门、安吉、
重庆、成都等。
通过对用户搜索及预订特
征的分析， 携程旅游认为，“五
一” 国内旅行市场的复苏脚步
将进一步加快， 并呈现三大趋
势： 旅游人次有望达到近期新
高，为清明的两倍以上，并出现
今年首个旅游高峰；中短途、省
内游继续复苏，旅游企业“保供
应”加速市场回暖；在疫情防控

市场

4月12日
下午，长沙开
福区福城农
贸大市场，摊
主正在处理
刚到货的春
笋。作为最当
季的时令菜，
目前市场上
的春笋每天
都供不应求。
何佳洁 摄

背景下，“安心游”、“预约游”将成
“五一”出游的“关键词”。
携程 旅 游 大 数 据 实 验 室 研
究人员彭亮预计，“从清明到五
一，假期从3天增至5天，将有效
刺激更多旅客选择3天以上多
日游、过夜游。因此，今年五一
小长假出现‘补偿性消费’的概
率较大。”
此前，中国旅游研究院、携程
旅游大数据联合实验室联合发布
的 《国人疫情后旅游意愿调查报
告》显示，43%的被调查者有意愿
在2020年上半年旅游， 其中，选
择5月出游的比例达到16%，位居
全年各月之首。

新产品上线，旅游大促销

在价格端， 相比部分行业
疫后出现的“报复性涨价”，旅
游市场相比往年却在促销，以
提升市场人气。 大家也都在为
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准备新
的旅游产品。
4月10日，携程旅游便更新
了主打省内游的“安心周边游”
促销计划。“五一” 恢复上线产
品数量将比清明增加五成，包
括3500多家5折起的景区门票、
5万多 条199元 起的 自 驾 游 套
餐、4万多条省内跟团游线路、
全 国9元 起的 租 车 等 产 品 。 同
时，携程还推出了5万多条“景+
酒”组合套餐优惠，价格不仅比

单独预订便宜，且平均比疫情前
低20%-40%。
“我 们 旅 行 社 也 正 在 准 备
‘五一’假期的旅游新产品，上周
已经前去踩过点了，具体内容还
在制定当中就快出来了。” 湖南
华天国旅总经理刘生波对记者
表示，这次“五一”小长假他们旅
行社主要还是以省内周边游为
主，“可能会偏向于室外、康养类
的景区景点， 比如怀化大峡谷、
桂园·田螺小镇等， 还有浏阳大
围山杜鹃花节。此外，我们还准
备组织一些‘送客入村’的活动，
把游客送到一些景色优美的贫
困村里面去游玩和体验。”

连线
凤凰万间民宿房免费住
日前， 湖南省凤凰县人
民政府与携程集团共同签署
战略合作签约， 将通过携程
平台向旅客独家发放总价值
200万元的1万间酒店住宿消
费券， 游客可通过携程官网
或App进行免费预约。

根据凤凰县政府的公开
信息，该县景区开放后三个月
内，政府将组织酒店、宾馆、民
宿、客栈对游客实行住房
“
买1
晚送1晚”优惠；凤凰县景区开
放后至12月31日， 政府提供1
万间房，让旅客免费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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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笋上市时，村民采收忙
餐桌上的美味成助力脱贫好帮手
眼下正值春笋上市的时节。在益阳
市桃江县， 破土而出的春笋长势喜人，
村民们纷纷走进竹林采挖春笋，一派繁
忙景象。那一根根娇嫩的竹笋，不仅是
人们餐桌上应时应景的美味，还成为不
少地方助力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桃江是竹子之乡， 几场春雨过后，
春笋群开始大量冒尖，辛苦了一整年的
竹农，也迎来了收货季。
4月11日一大早，桃花江镇大华村脱
贫户老莫拿着锄头、 挑着箩筐径直来到
自家屋后的竹林。一天下来，老莫一共挖
了300多斤春笋，由村当地竹笋专业合作
社统一收购， 按照9毛每斤的收购价，再
加上政策补贴， 老莫一天的纯收入可达
300多元。记者了解到，为了鼓励村民挖
竹笋，在挖春笋前后两个月的时间里，桃
江县政府每斤竹笋补贴0.1元。
“4月份挖完后，就覆土施肥，村上
还有50斤一亩的肥料补贴。” 赚了钱的
老莫很开心。除了村上的竹笋专业合作
社统一收购，县域内不少竹笋加工公司
也在村上设了收购点，村民们只要将新
笋送过去，便可直接上秤算钱。
据悉， 大华村现有竹林面积19000
亩，自2017年，通过合作社+农户的产业
帮扶模式，已帮扶当地45贫困户顺利实
现脱贫。

新鲜蔬菜送上桌前先“体检”
长沙县引进农残检测仪 30分钟就知是否超标
本报 4月 12 日 讯 为 了
照顾好家人的一日三餐，长
沙市民罗女士每天赶早去菜
市场选购新鲜蔬菜。 购买的
蔬菜是否农残超标、 猪肉是
否违规添加瘦肉精， 是她在
选择摊位时第一考量要素。
日前， 长沙县多个种植专业
合作社引入农残检测设备，
可检测近300种农药残留及
重金属含量， 样本检测合格
后， 成捆的蔬菜会贴上溯源
二维码， 消费者扫码就可了
解每一口青菜的“身世”。
4月12日，在长沙县开慧
镇绪杨种养专业合作社内，
刚从地里采摘的空心菜被送
进了检测室， 身穿白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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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多地也能采摘春笋
4月12日，天气晴好。浏阳板溪
湖旁边的山头，一棵棵鲜嫩的竹笋
跟随王先生的铲子破土而出。王先
生说，每到春笋采摘季节，他都会
来这里采笋。
4月12日下午， 长沙开福区福城
农贸大市场一位摊主告诉记者，春笋
现在每天基本供不应求。
而对于喜欢亲自动手的市民
来说，娇嫩可口的竹笋其实在长沙
周边山中都能采到，比如望城区黑
麋峰、浏阳大围山、宁乡东鹜山等。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龙小林

服的检测员戴上隔离手套，
掰下一块1cm大小的样本，
随后 在样 本中 滴 入20ml缓
冲液、震荡1-2分钟，以检测
样本中是否有氨基甲酸酯、
有机磷等项目。
30分钟后， 一幅幅曲线
图在电脑上呈现。“经检测全
部合格， 该批次农产品可放
心流通， 检测结果会同步上
传至长沙县食品检测中心。”
检测员当场公布检测结果。
据了解， 有了这套农残
检测设备， 合格产品将被直
接贴上条形码， 顾客扫码便
可知道所购蔬菜采摘日期、
农药残留指标、流通过程等。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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