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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

16天拉动消费319.7亿元 上海旅游节发布亮眼“成绩单”
国庆中秋八天长假里还将推出四大类141项活动 给市民游客带来持续精彩的旅游盛宴

2020上海旅游节昨天落幕，旅游节期
间，全市各大景点共接待游客350万人
次，宾馆旅馆客房出租率64%，住宿业
销售收入今年首次实现同比正增长。
在市政府新闻办昨日举行的市政府新

闻发布会上，2020上海旅游节“成绩单”发布，成绩亮
眼，而在接下来的国庆中秋双节期间，4大类141项活
动还将持续精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上海地铁昨天发布中秋、国

庆专项运营组织方案，国庆期间

南京东路站部分时段实行封站，4

条地铁线路延长运营时间。

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受休闲

娱乐、购物、旅游出行等多流叠加

效应，路网客流将明显上升。据

预测，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即 9

月30日，上海地铁全网客流预计

接近1200万人次。

国庆期间上海地铁全路网提

升保驾等级，确保现场保驾到

位。同时，为缓解中心城区夜高

峰休闲、购物客流密集的压力，并

最大限度地满足乘客节日出行的

需求，9月30日至10月3日连续四

天，上海地铁 1、2、9、10 号线计划

执行周末常态延时运营方案，延

长运营时间。

根据交通管制工作方案，9

月30日20：00至运营结束、10月1

日至 10 月 7 日每日 16：30 至运营

结束，2、10 号线南京东路站计划

实施封站跳停。封站时段内在南

京东路站不能上下车。届时，车

站将加强站内广播宣传、导向设

置、站台站厅秩序维护等工作。

此外，南京路东拓段已正式

开街，预计中秋、国庆长假期间南

京路步行街及外滩周边商圈、景

点游客将明显增多。受此影响，

南京东路站、人民广场站、陆家嘴

站、豫园站及天潼路站等站点或

大幅增加。如客流集中，出现瞬

间大客流情况，部分站点会根据

现场客流实际情况，采取对应的

限流措施，届时请乘客听从现场

工作人员指引，有序进出车站。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到共青森林喝着啤酒听
音乐会吧

近50种不同口味啤酒、12场
不同风格活动……金秋十月，第
二十届都市森林狂欢节暨第七届
共青森林啤酒节将在上海共青森
林拉开帷幕。9月28日至10月8
日11天时间里，啤酒美食、专场
音乐、曲艺精粹、跨界演出、儿童
剧目、啤酒比赛等一系列元素将
轮番登台亮相。

都市森林狂欢节将在原花艺
馆场地设置主舞台，在10月1日
至6日期间，精心编排了12场不
同风格、老少皆宜的活动。狂欢
节上，园方携手上海轻音乐团，专
门设置了规模宏大、演员阵容强
劲的“花好月圆、祝福祖国”专场
音乐会和“明月千里寄相思”民乐
音乐会，迎接祖国华诞，庆祝中秋
佳节。针对年轻游客，今年还引
进了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团、街

头艺人才艺秀专场、“舞动电音”
经典动漫影视作品音乐会等面向
青年游客的演出形式。

听着音乐喝啤酒最是惬意。
本届森林啤酒节上，除了可以尝到
来自比利时、德国、英国、西班牙、
加拿大等欧美老牌经典酒厂近50
余种不同口味的啤酒，尤其值得推
荐的是国潮精酿的首次入驻。共
青森林今年还首次与口味醇正的
德国啤酒品牌巴兰德真味啤酒合
作推出上海共青森林啤酒节联名
款啤酒。另外，还有啤酒酿酒师现
场开设啤酒文化园艺课堂，让游客
既能喝得热闹，还能喝出门道。

上海动物园约30种7.5
万只蝴蝶翩翩起舞

上海动物园蝴蝶展的中心展
区蝴蝶花园经过精心打造，在国
庆前“重装上阵”，约30种7.5万
只色彩斑斓的活体蝴蝶将在一个
月中陆续放飞，放飞的蝴蝶均为

我国本土的养殖蝶类，其中许多
种类在上海本地也能看到。9月
26日至10月 25日，上海动物园
第八届蝴蝶展上，市民游客就能
看到蝶舞翩翩。

漫步园中，黄钩蛱蝶、大红蛱
蝶造型优雅，柑橘凤蝶、玉带凤
蝶、青凤蝶色彩明艳，金斑蝶、虎
斑蝶的“卖相”可就有点奇特啦，
那醒目的斑纹，夸张的对比色颇
为引人注目，蓝凤蝶也是本地的
一种中大型蝴蝶，翅黑色、有靛蓝
色天鹅绒光泽，十分高雅端庄。
只要你有一双“慧眼”，以上的蝴
蝶种类绝大部分都能在上海本地
观察到。

此外，在蝴蝶花园内，特制的
“羽化树”上放置了不同种蝴蝶的
蝶蛹，想了解蝴蝶羽化知识的游
客可以近距离观赏到蝴蝶破蛹成
蝶这一刻的奇妙过程。园方还将
定时补充新鲜蝶蛹供游客观赏，
预计共有5000只蝶蛹用以展示。

市文化旅游局局长于秀芬在
发布会上介绍，旅游节期间，本市文
化旅游行业恢复势头喜人，本市宾
馆旅馆客房出租率64%，环比增长8
个百分点。其中，本周本市宾馆旅
馆客房出租率为65.5%，环比上升
3.4个百分点；各大景区点共接待游
客350万人次，环比增长28%。

今年旅游节期间，“旅游+N”
的“跨界融合”效果显著。旅游节
开幕式与南京路东拓开街相结
合，短短的20分钟时间，叠加了旅
游节和南京路两大IP的“自带流
量”，使旅游节开幕的整体效应形
成了几何倍数的增长。据统计，9
月12日晚上8点，南京路步行街
的瞬时流量突破3.6万人次，超过
去年旅游节同期近一倍。市商务
委牵头的金秋购物旅游季打造了
8条商旅文联动专线，整合了644
处名品、名牌、名店、名街。旅游
节在拉动消费方面成效明显，据
银联上海公司统计，9月12日-9
月27日，上海地区旅游、餐饮、娱
乐售票等日常消费类交易总金额
为319.7亿元，环比增长35%。

地铁方面，9月12日-13日，
全网客流1388.6万人次，环比上
周末（9 月 5 日-6 日）增幅超过

5%。其中，9月12日南京东路站
客流为11.56万人次，同比平时双
休日增长16%。

据统计，旅游节期间，本市四
大商圈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2%，
其中黄浦区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6.6%。烟火上海美食季活动共吸
引近130万人次参与；“江南吃货
节”现场参与人数逾5万人次，销
售收入近200万元。

今年旅游节大力推动旅游深
度融入城市文化、城市生活、城市
体验，让市民游客在旅游中充分
感受“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让

“人民城市”这本书可读、可听、可
看、可享。

文化内涵在这次旅游节中得
到“深度展现”，赋予了旅游“文化
的灵魂”。今年旅游节期间全面升
级“建筑可阅读”的内容，文创集市
让上海的“建筑可阅读”逐步向资
源特色开发的文创产品发展，让市
民游客能更立体、更直观地了解城
市历史，品味城市文化。据统计，
全市16个区共组织了62家文创企
业的929件文创产品参展。静安
区副区长龙婉丽表示，明年文创市
集时间还有望更长，参与单位更
多，体验互动更多。

往年国庆长假，国内游和
出境游是旅游市场的两大重要
板块，但受疫情影响，目前，航
空公司的大多数国际航线还没
有恢复，因此今年国庆长假的
出境游急剧萎缩，旅客纷纷把
目光转投国内旅游目的地，趁
着国庆假期充分领略祖国的大
好河山。

“今年国庆长假，家庭和旅
客出行目的地集中在国内。”春
秋航空副总裁张武安介绍说，国
庆期间，春秋航空国内座公里投
放增长了51%，虽然受国际航班
比去年同期大幅减少的影响，总
体的座公里投放同比去年少了
5.5%，但环比暑期，旅客出行需
求明显在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国庆长假期

间，一些热门线路的机票仍然很
紧俏。比如，兰州、敦煌、宁夏、呼
和浩特等西部和草原旅游航线，
需求增长明显；海南岛、厦门、北
海等传统海岛度假航线，以及昆
明、西双版纳、张家界等传统旅游
目的地仍然很火爆；而遵义、延
安、井冈山等经典红色旅游目的
地也很受欢迎；宁夏中卫和东北
的松原、漠河等小众旅游目的地
也成为年轻人的“新宠”。此外，
广州、深圳、重庆、西安等传统的
商务航线需求量也有明显增加。

东航表示，9 月 30 日至 10
月8日，计划运行航班24202班
次，投入 403.3 万座位（含中联
航），运力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
水平。预计长假期间国内航班
的客流量将出现3个明显的小

高峰：9月29日、10月4日和10
月9日，节前和节后均存在明显
的错峰出行需求。为此东航已
提前统筹布局节日运力投放，调
整机型等 2208 班次，计划加班
1644班。

9月27日，春秋航空引进的
首架A321飞机投入上海虹桥-
广州航线运营，这也是空客公司
在天津交付中心交付的首架
A321飞机。作为空客A320家族
中最大的飞行成员，A321neo新
机型拥有单通道飞机中最宽的
客舱，配备了第三代座椅，不仅
进一步提升了旅客乘飞机的舒
适性，也能搭载更多的旅客、飞
更远的航程。

“这次自购的A321飞机，到
明年上半年，首批计划引进 6
架。”春秋航空副总裁张武安表
示，比起之前引进飞机，在疫情
对航空业产生巨大冲击的情况
下还逆势扩大运能、保持飞机引
进速度不变，显得有些不同寻

常，这表明了航司对中国民航快
速发展的预期有信心、对加快形
成国内市场大循环有信心。“反
映在运行数据上，经历了年初较
沉重的打击和上半年与暑期的
恢复，今年9月份和去年同比，
春秋航空机位增长7%，运送旅客
总人数增长10%。”

而在航线网络布局上，航空
公司也都进行了比较明显的调
整。比如，今年以来，疫情影响
导致春秋航空国际航线座公里
投放减少97%，这部分运力都转
投国内市场。截至目前，与去年
底相比，春秋航空增加了52条
国内新航线，其中95%以上是连
接中西部的航线。

南航在上海地区投放的运

力也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近期南航在虹桥、浦东两大机场
新增了飞往北京大兴、昆明、揭
阳、成都、三亚等地的11个始发
航班。

“秋天的第一飞”哪里最热？
沙漠、草原、红色景点都很火

距离国庆、中秋“双节”长假已经没几天，很多闷了大半年没出过远门的市民都已经

摩拳擦掌——期待已久的“秋天的第一飞”就要来了！经历了疫情的影响后，今年这个8

天的国庆悠长假期，哪些航线最热门？从航空公司机票预订情况来看，兰州、敦煌等能看

沙漠的西部航线，呼和浩特等能草原奔驰的内蒙航线，以及遵义、延安、井冈山等经典红

色旅游航线都很受追捧。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市文化旅游局副局长程梅红
介绍说，2020上海旅游节虽然压
缩了现场活动的规模与时长，但
精彩却不打折扣，并且持续呈
现。今年国庆中秋八天长假里，
上海还将推出四大类 141 项活
动 。

在文化民俗方面，枫泾古镇、
上海醉白池公园、上海方塔园、广
富林文化遗址、上海大观园等景
区，将通过传统戏曲演出、传统技
艺展示，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助力上海文化品牌建
设。“唐韵中秋”活动中，徐汇区联
动黄浦区、闵行区、青浦区打造上
海中秋节庆IP，并邀请长三角名
城齐聚桂林公园，让游客欣赏独
具各地风格的文化演出和非遗表
演。旅游节期间开幕的大世界

“闹传统”活动，在假期推出全国
精品非遗戏曲展演，给市民游客
带来一场文化盛宴。

在都市观光旅游活动中，上
海新天地推出了2020天地世界音

乐节、金茂大厦88层观光厅推出
霓裳羽衣·民族服饰体验、BFC外
滩枫泾推出全天12小时 枫径小
剧场、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推出
2020油罐玩家艺术节，这些时尚
潮流打卡地给年轻人创造了新的
娱乐选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神
兽总动员·亲子美食旅游嘉年华、
上海欢乐谷国际淘趣节、2020锦
江乐园盛夏光影奇妙夜、上海影
视乐园旗袍文化艺术节等特色节
庆活动，成为各大主题乐园的亮
点，各类展览更是精彩纷呈……

“我们也推荐大家去到上海
的郊区，不论是去金山嘴渔村品尝
海鲜，还是去奉贤的都市菜园采摘
蔬果，又或者到崇明的休闲农庄体
验丰收喜悦，都能让你在乐享农家
生活中，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假期。”
程梅红表示，也提醒市民游客假期
出游前查询目的地疫情防控、开
放、门票预约、客流限制等措施，带
好有效证件、备好“健康码”，做到

“无预约、不出游”。
放飞蝴蝶

共青森林啤酒节

蝴蝶翩翩起舞 啤酒遇上音乐
国庆期间沪上公园活动多多

国庆将至，沪上公园也行动起来啦。上海动物园的蝴蝶们已经放飞，共青森林公园的啤酒狂欢

节明天开幕，这个秋天的第一杯啤酒不如就来这里喝吧。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南京东路站这些时段要封站

趁国庆假期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国内游火爆

航空公司加大对国内航线投入>>>航空市场回暖

开幕当天南京路瞬时流量
超去年同期近一倍

国庆中秋长假还将推出
4大类141项活动

游全国

游上海

旅游节期间市民购买纪念品。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