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延成 5 天小长假
专家：或迎今年第一个旅游高峰

是否会试水
恢复五一黄金周？
此次假期安排消息发布，在网络上又引起了
新一轮的讨论：5 天的五一假期是否是恢复‘五一
黄金周’的前奏？
事实上，早在 2019 年 11 月发布的《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 2020 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就
提到了上述的安排， 五一放假从 3 天延长到 5
天。 这在当时即被不少业内人士视为：恢复五一
黄金周的讯号。
自从 2007 年有关部门出台 《国务院关于修
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后，五
一黄金周就从 2008 年开始消失了，变成小长假。

近两年来，恢复
“
五一黄金周” 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至于今年的放假安排算不算在试水恢复“五
一黄金周”？ 戴斌表示，目前有关部门并没有明确
表示要恢复五一黄金周。 假期安排实际上是与目
前国情、 国力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
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增长压
力不小，还有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区域
平衡等一系列重大的目标需要努力。
戴斌进一步解释，旅游经济运行以及旅游市
场的形成有三个基本条件： 可自由支配收入、可
自由支配时间和旅游消费意愿。 其中可自由支配
时间是可以调整的，而可自由支配收入是取决于
国民经济的发展。
“所以，五一假期安排是在总体法定节假日
天数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局部的阶段性的工作和
时间的调整，形成 5 天的小长假，实际上法定节
假日天数没有增加。 ”戴斌说道。

五一或迎来
今年第一个旅游高峰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国内旅游经济
发展出现了 30 多天甚至影响更长的
“
空白期”。
2020 年 1 月 24 日， 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
布通知要求，即日起，全国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
业暂停经营团队旅游及“机票 + 酒店”旅游产品。
直至 2 月 25 日， 文化和旅游部资源开发司才发
布《旅游景区恢复开放疫情防控措施指南》的通
知，要求全国旅游景区继续实施疫情防控、稳步
做好恢复开放相关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消息，今年 2 月份，受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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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12 种情况可不戴口罩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不少人都关心一个
问题：外出活动是否还需要佩戴口罩呢？
3 月 17 日，在四川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第十五场新闻发布会上，四川大学华西
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四川省健康管理师协会副会
长张建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组织专家进
行研讨后建议：

12 种情况可以不戴口罩
1、田间地头、森林滩涂、牧场草原等农林牧
副渔户外劳动时；
2、建筑工地、野外勘探、高空作业等户外人
员不密集的地方劳动时，但是要求必须佩戴口罩
的特殊行业、岗位除外；
3、本单位（公司）日常工作时，如果员工均无
发热、干咳等异常症状；
4、人员固定且参会人员均无发热、干咳等异
常症状的会议；
5、在户外空旷的地方，比如公园、景区、绿
道、大街等；
6、在人员稀少的地方活动，比如走路、散步、
骑车、购物等；
7、居家且家庭成员中均无发热、干咳等异常
症状时；
8、室内、外运动时；
9、在个人独处，比如一个人在办公室、实验
室、库房；
10、独自开车时；
11、健康的家人、朋友一同乘坐私家车时；
12、 一岁以内的婴幼儿一般不能戴口罩，易
引起窒息。

张建新

以下 9 种情况要佩戴口罩
1、出现发热、干咳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员；
2、与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病人接触的
时候；
3、在医疗机构就诊或医院探望病人时；
4、在机场、火车站、高铁站等人口密集场所；
5、乘坐出租车、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
6、在密闭和人员密集的商场、超市、银行、理
发店、美容院等公共场所；
7、医疗机构、餐馆、酒店、机场、火车站等公
共场所工作人员；
8、从事疫情相关的疾控、警察、保安等人员；
9、出租车、公交车司机、空乘人员等工作人员。
（川报）

影响，交通运输、住宿餐饮、旅游、居民服务等人
员聚集性较强的消费行业需求骤减，商务活动指
数均落至 20%以下。
今年五一假期是否会有效地拉动内需增长？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第一阶段停组团、关景区、
控疫情已经过去了， 现阶段进入了‘防控型复
工’。 如果 4 月份疫情能够结束，五一假期将会迎
来今年第一个旅游消费高峰。 ”戴斌说道。
不过，对于恢复“五一黄金周”的呼声，戴斌
不认为“延长假期简单等同于拉动内需”。 他认
为，旅游有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面，也有和经济社
会发展相适应的一面。 只有居民的个人消费能力
提高、国家旅游供给能力的系统提升，以及包括
卫生公共服务在内的外部条件等都具备了，旅游
经济和消费才能够增长起来，旅游对经济的消费
拉动作用才会显化。
“所以，对旅游经济的发展一定要有系统观，
不能简单地将经济发展寄希望于延长假期，以为
这样就能把整个旅游消费拉动起来。 当然，没有
假期，旅游经济肯定发展不起来。 ”戴斌说道。
谈及近两年旅游行业的整体情况， 戴斌表
示，中国的旅游市场已经从少数人的享受走向国
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无论是人的社会生活，还是
国民经济的生产运行，都离不开旅游业。 当前国
内旅游经济的发展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人民有
需要，国家有政策，行业有创新。
不过，戴斌认为，我国还处于大众旅游消费
的初级阶段，消费总量很大，但人均消费金额有
限，下一步还要解决供给需求的匹配性和旅游产
业发展的高质量问题。 这是一个系统性工程，需
要经济社会和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作为支撑。
（澎湃）

连日来， 我省文旅行业有序复
工复产。 截至 3 月 11 日，218 家 A
级旅游景区已限流开放，338 个重点
文旅项目复工。
好消息传来， 四川旅行社可恢
复部分经营业务。3 月 17 日，四川省
旅行社协会发布通知称，除跨省（自
治区、直辖市）和出入境的团队旅游
业务及“机票 + 酒店”旅游业务外，
各旅游企业可以正常开展其他经营
活动，但需要按照各市州党委、政府
的具体规定执行并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 这也意味着，四川旅行社可恢复
开展省内跟团游。
四川青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恢复开展省内跟团游后，旅行社
主要推康养和近郊游。 在恢复经营
的同时，将做好相关防护措施，如给
导游及旅客准备口罩， 做好体温检
测以及车辆消毒等工作。
文化旅游业是一个高度环境敏
感性行业，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
省文旅市场和文旅消费首当其冲，
是受影响最大、 损失最严重的行业
之一。 为帮助文旅企业渡过难关，日
前我省出台了 《支持文旅企业做好
疫情防控有序复工复产的十条措施》，处理疫情
期间旅游投诉、调解、诉讼相关问题，把企业审
批时间缩短至 10 天以内，协调有关部门加强对
文旅企业的财政金融支持。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疫情还
没有结束， 但我省已经在谋划准备文化旅游
业的恢复发展和市场提振计划。疫情之后，四
川文旅业将迎来消费回补和潜力释放的快速
复苏。
（华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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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央视网” 微信公号发布了关于 2020
年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和中秋节放假
调休日期的具体安排，其中劳动节放假安排为：5
月 1 日至 5 日放假调休，共 5 天。 4 月 26 日（星期
日）、5 月 9 日（星期六）上班。
从时间上来看， 五一劳动节假期从以往的 3
天延长到 5 天，引发了大家热议。 而事实上，与往
年一样，2020 年五一劳动节的法定节假日还是 1
天，没有增加，只是具体倒休方式却有了变化。 目
前全年的法定节假日依然是 11 天。
“五一假期的时间安排目前没有改变，暂时
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放假安排是去年底已经
定好和公布了，只不过因为疫情影响，公众有诸
多的猜测， 有关部门再重新把这则消息发布出
来，回应社会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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