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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降价、高铁开通、航空燃油费取消

今年春节国内游价格比往年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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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韦柑潞）

日前，

在线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春节国内

游价格指数报告显示， 由于景区降

价、高铁开通、航空燃油费取消等，国

内游的性价比比往年更高了，旅游将

成为春节国内消费热点。 据统计，去

年春节期间， 全国实现旅游总收入

4750 亿元，同比增长 12.6%。 如果按

照去年的增速，今年春节，预计国人

可能花费超过 5000 亿元在国内旅游

上。

据了解， 1 月上旬春节国内游的

预订进入了高峰， 部分热门线路已

经出现了“满团” 的现象。 目前报

名携程春节国内游的游客来自全国

386 个城市， 足迹遍布全国 409 个目

的地。 根据平台上 2 万多家旅行社

的百万级产品， 结合 3 亿用户和

7000 多家线下门店的订单， 携程旅

游大数据中心发布的“2019 春节国

内游价格指数” 显示， 预计 2019 年

春节假期国内跨省跟团游人均花费

超过 3500 元， 与去年同期基本持

平。 去三亚、 东北价格较高， 人均

将达 5000 到 6000 元， 而前往华东、

西部以及“反春运” 城市则较为便

宜。

其中，三亚位居春节国内游人气

榜第一名，从价格上看也是人均花费

最高，5到6天的跟团游产品， 飞机往

返加上当地高星级酒店、 地接等费

用，人均费用预计超过6000元。 冬季

的冰雪旅游热门线路“哈尔滨+雪

乡”，价格相比去年也没有上涨，5到6

天跨省游人均消费为5000多元。 雪乡

一地游的价格，网上预订参团春节游

价格在1500元到2000元。 以哈尔滨出

发人气最高的“亚布力+雪乡3日2晚

跟团游”为例，已有近千人参团，价格

一站式全包，春节期间价格在1800元

左右。

从旅游者的订单看，国人在国内

旅游花费上持续升级，愿意花费更多

的开支在家庭旅游上，以 3 到 4 人的

家庭为例，4 到 6 天的长途旅游，预计

总花费超过 1 万元。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潘功胜 17 日表示， 2018 年中国债

券市场外资净流入规模约 1000 亿美

元， 占新兴市场流入外资规模的

80%。 人民银行将借鉴债券市场国际

投资规则， 进一步完善债券市场相

关安排， 使投资环境更加便利和友

好。

“近年来， 中国债券市场产品不

断创新，活跃度和流动性接近国际主

流债券市场水平，市场参与者队伍发

展壮大、类型不断丰富。”潘功胜在 17

日举办的中国债券市场国际论坛上

介绍，截至去年末，我国债券市场余

额为 86 万亿元人民币， 银行间债券

市场投资者接近 2.5 万家。

潘功胜表示，在推进债券市场制

度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的同时，我国

债券市场不断加快对外开放步伐。 一

方面，激励境外机构到中国债券市场

发行熊猫债；另一方面，便利境外机

构到中国债券市场投资和配置人民

币债券资产。

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末，银行

间市场熊猫债累计发行 1980.6 亿元

人民币；中国债券市场的境外投资者

达 1186 家， 持债规模 1.73 万亿元人

民币，其中“债券通”下的境外机构投

资者 505 家， 持债规模约 1800 亿元

人民币。

潘功胜介绍，为便利境外投资者

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监管部门不断放

松市场准入，扩大投资者范围，取消

额度限制，丰富风险对冲工具，拓宽

投资渠道。 目前，国际三大评级机构

均已在我国设立法律实体，越来越多

的国际债券指数纳入中国市场。

“截至 2018 年末，境外投资者在

中国银行间市场的持债规模占比为

2.3%， 持有国债规模占比为 8.1%，仍

有较大提升空间。 ”潘功胜表示，下一

步相关部门将借鉴国际经验，在“债

券通”的基础上，推动形成我国境内

多级托管制度安排， 完善做市商制

度，进一步开放信用评级行业，推进

债券中央存管机构互联互通，适时全

面放开回购交易等，加快推进债券市

场对外开放。

据新华社电

中国平安、 中国人

寿、中国人保、中国太保、新华人寿 5

家 A 股上市险企日前披露保费数

据。 2018 年，5 家上市险企共实现保

费收入 2.19 万亿元， 同比增长

10.8%，新华人寿保费收入创下历史

新高。

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平安保

费收入 7191.44 亿元， 同比增长

18.9%，其中平安人寿、平安财险、平

安养老险和平安健康险保费收入分

别为 4468.85 亿元、2474.44 亿元、

211.12 亿元、37.03 亿元。 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保费收入分别为 4965.18

亿元、3199.44 亿元，同比增长 4.6%、

14.6%。

值得关注的是，在 2018 年寿险

行业保费负增长的情况下， 上市寿

险公司保费收入逆势增长。 其中，中

国人寿保费收入 5362 亿元，同比增

长 4.7%；新华人寿保费收入 1222.86

亿元，同比增长 11.9%，保费规模创

历史新高。

银保监会有关负责人日前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国已

成为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 保险机

构要加速回归保障本源， 在提升规

模的同时提升服务能力， 加强保险

业务与风险控制之间的协同配合，

提高经营管理效率。

央视春晚与百度

宣布合作红包互动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中央

电视台与百度宣布达成合作， 百度将作为

央视 2019 年《春节联欢晚会》独家网络互

动平台参与今年的春晚红包互动。 百度方

面透露， 今年的春晚红包不但在金额上会

创历史新高，并且还会引入更加方便、结合

了人工智能体验的红包互动方式。

据介绍，除夕当晚，春晚红包将会随着

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直播接棒登场， 观众

参与互动除了可获得数额不等的红包外，

还有机会得到“小度”系列智能硬件。 百度

App 将作为百度此次春节红包活动的主阵

地， 整个春节期间的所有活动都可在百度

App 里参与。

腾讯数字文创节

关注沉浸式体验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昨日，

TGC2019 腾讯数字文创节开幕，腾讯现场

发布了“TGC 腾讯数字文创”品牌。 据介

绍， 此次文创节围绕“数字 文化 生活”概

念，将活动现场划分为“文化主题展”与“IP

主题体验区”两大部分，希望通过文创主题

展览与沉浸式实景体验的形式， 面向对数

字文创感兴趣的社会大众、社会文创机构、

文化工作者、文创合作伙伴，提供丰富生动

的 IP 文创互动体验。 同日，文创节发布的

官方概念曲《天府》也在 QQ 音乐、酷我音

乐等平台首发。

美团外卖去年

带动270万人就业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美团

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

告》显示，美团外卖在去年共帮助超过270

万骑手获得收入， 其中来自国家级贫困县

的骑手达67万，覆盖了全国94%的贫困县。

外卖不仅创造了经济价值， 更创造了

社会价值。 报告分析，上班时间灵活、收入

有保障、时间自由，成为他们选择做骑手的

重要原因。每天工作4个小时以下的骑手占

比高达52%， 工作4~8个小时的骑手占比

39%。

广州60家企业登上

求职者“最爱人才”榜

信息时报讯（记者 卢云龙）

昨日，BOSS

直聘发布了“ECHO 王者系列企业”获奖榜

单，广州共 60 家企业上榜。 据 BOSS 直聘

介绍， 本次评选基于 BOSS 直聘平台用户

实际行为数据进行， 上榜的企业依据用户

实际行为评选而出。

BOSS 直聘首席科学薛延波表示，E－

CHO 王者系列奖项致力于基于客观数据

评选出过去一年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发展、

积极推进企业与人才沟通的个人与企业，

“招聘者每天投入的时间，跟沟通的人才数

量、招聘的职位数量，都在客观表明这家企

业、这个管理者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数据是

最好的证明。 ”

去年上千亿美元外资流入我国债市

2018年上市险企保费平稳增长

新华人寿保费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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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保费收入情况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

中国人寿

中国人保

中国太保

新华人寿

保费收入

（亿元）

7191.44

5362.0

4965.18

3199.44

1222.86

同比增幅

（

%

）

18.9

4.7

4.6

14.6

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