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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大柴旦工委组织宣传

统战部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州、工委关于

机关党建工作的部署要求，坚持以“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为原则，着力强化政治

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不

断推动机关党建工作创品牌提质效，有

效助推全区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强化政治建设，坚定理想信念。始

终把对党忠诚作为“第一要务”，学习

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

设的意见》，树立组织部门“走在前、作

表率”的理念，落实“三会一课”、民主

评议党员等制度，确保支部组织生活

经常、认真、严肃。

强化思想建设，补足精神之钙。始

终把强化理论武装作为“第一需要”，组

织党员干部观看红色电影，举办知识竞

赛，创建示范岗，赴柴达木精神陈列馆等

参观学习，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在学思践悟中做到融会贯通，知行合一。

强化组织建设，筑牢战斗堡垒。始

终把务实担当作为“第一导向”，着眼党

员队伍建设，发展新党员，培养入党积极

分子。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与村（社

区）开展结对共建活动，落实“双报到”，

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问题，帮办实事好事。

强化作风建设，激励担当作为。始

终把廉洁自律作为“第一准则”，结合

专项行动，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要求，严格执行各项规定，

组织集中观看《第二个答案》《政治监

督》等专题警示教育片。 （柴组轩）

大柴旦：不断提高机关党建工作质效

新华社记者

春节假期，人员流动加大，返乡人

员增多，农村居民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

加大。农村走亲访友如何做好健康防

护？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有哪些

要注意的？针对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权威专家作出解

答。

1.问：春节假期，农村走亲访友如
何做好健康防护？

答：尽量不要举办大规模的家庭聚

集活动，减少亲朋聚餐聚会的规模、人

数，缩短聚会时间。倡导电话、网络拜

年问候。探亲访友时做好个人防护，要

佩戴口罩，注意手卫生，保持社交距离。

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可联系乡镇卫

生院或村卫生室寻求健康咨询、健康监

测、抗原检测、用药指导等服务，轻症和

无症状感染者可采取居家治疗，居家期

间尽可能减少与家人接触。

2.问：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
有哪些要注意的？

答：赶集或前往农贸市场、超市时，

应全程佩戴口罩，咳嗽、打喷嚏时应避

开他人且不应摘掉口罩，不随地吐痰。

挑选商品或排队结账时，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社交距离。注意手卫生，尽量少

接触公共设施和物品。及时洗手或使

用手部消毒剂，不要用不干净的手触摸

口、眼、鼻。倡导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进行采购，鼓励线上采购、上门配送、无

接触交易等便利服务。

——权威专家解读防疫热点问题

农村走亲访友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农村走亲访友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据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 （白
阳 赵晴） 近日，司法部发布 3 起仲裁

工作指导案例，涉及货物买卖、房屋租

赁和知识产权等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的领域。

在“武汉仲裁委员会关于申请人某

文化公司与被申请人某动漫公司就著

作权合同纠纷仲裁案”中，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于 2016 年达成《专有许可权许

可协议》，约定被申请人将动漫作品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专有许可给申请人通

过互联网媒体进行使用。后双方因协

议履行发生争议，2019 年 5 月，申请人

向武汉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为应对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新型纠

纷，近年来，武汉仲裁委员会与武汉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签订《知识产权纠纷仲裁

工作衔接机制协作纪要》，设立武汉知识

产权保护中心仲裁庭审中心等，进一步

完善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本案

中，仲裁庭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合作基

础等因素对涉案纠纷进行调解，最终解

除了涉案许可协议；对于部分作品的单

独授权问题，双方另行予以解决。

司法部发布仲裁工作指导案例司法部发布仲裁工作指导案例

新华社北京 1月 24日电 （邹多
为 张安宇） 稳外贸是确保经济平稳运

行的关键之一。记者日前从海关总署

获悉，2023 年全国海关将在保市场主

体、保市场份额、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稳定三方面继续发力，全力以赴促进外

贸稳规模、优结构。

保市场主体是稳外贸的重要抓手。

为了进一步助企纾困解难，海关部门将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稳增长政策措施，统筹

推进已出台帮扶企业措施的落地落实，包

括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结对帮扶、

12360热线服务等机制；认真执行税收优

惠政策，稳步实施汇总征税、自报自缴、多

元化税收担保等，以缓解企业资金压力；

降低企业通关成本，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

境，实施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深入

推进“单一窗口”建设，提供“一站式”综合

服务，打造智慧口岸；减少轻微违规行为

对企业经营影响，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

度，拓宽主动披露适用范围。

在促外贸稳增长保市场份额方面，

海关部门将充分发挥关税措施等作用，

保持我国传统市场、传统产业出口竞争

优势，做好进博会、广交会等监管服务

保障，促进跨境电商、海外仓、市场采购

等新业态发展；推动边境口岸软硬件基

础设施全面升级改造；加强与地方的沟

通对接，加大对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指定进口口岸和监管场地发展的指

导力度；此外，还要做好外贸数据发布，

稳定市场预期。

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行

面临的挑战，海关总署表示，全国海关

将大力“稳链”，持续创新优化对大宗商

品、高新技术产品监管查验机制，扩大

“船边直提”“靠泊装卸”“组合港”等便

利化措施实施范围，加大国外技术、标

准、规则研究力度，有效应对经贸摩擦；

精准“补链”，加强重点商品进出口监

测，支持先进技术、重要设备等产品进

口，扩大能源资源类大宗商品战略储

备，积极推进食品农产品准入和优质种

质资源引进，推动进口来源多元化；促

进“强链”，支持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向

中西部梯度转移，加强自主品牌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支持国家重大项目建设和

“专精特新”企业发展。

海关部门三方面海关部门三方面““组合拳组合拳””
力促外贸保稳提质力促外贸保稳提质

1月24日，民间艺人在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击队景区进行民俗表演。
新华社发（孙中喆 摄）

拉动消费增长。哈尔滨中央大街上的一家西餐

厅，近日异地客流占比已超过七成，消费者

主要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地。餐厅运

营经理王旭说，餐厅生意的火爆让我们

对哈尔滨旅游市场全面复苏充满信心。

西 安 游 客 吴 兰 一 家 三 口 自 驾 来 到 海

南，先后在海口、三亚、陵水待了数天。吴兰

说，最让自己开心的是购物。此前，她已在三亚的

免税店消费，回到海口又忍不住在免税店“血拼”。

一家人还前往海口骑楼老街，观看了这里的传统舞

龙舞狮巡街表演。

携程集团数据显示，2023年春节假期旅游产品

预 订 量 同 比 上 涨 45％ ，人 均 旅 游 花 费 同 比 提 升

53％；其中长线旅游订单占比达七成，订单量同比

增长 72％。

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各地本地旅游休闲也

颇有年味和新意，实现主客共享；北京、上海等多地

度假酒店热度持续攀升。

北京文博单位共推出展览 70 余项以及线上线

下文博活动 140 余项，结合生肖文化，形式多样，年

味十足。春节假期前 3 天，上海迎接游客 441.26 万

人次，500 余项特色文旅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尤其是

长三角游客前来“打卡”。“西安年”春节文化旅游活

动涵盖 6 大主题 44 大类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西

安特色年文化。

新技术结合传统文化
助力提振消费

正在举办的上海豫园灯会，增强现实等数

字技术带领游客进入一个“虚实结合”的奇幻世

界。人们慕名而来，大年初一，进入豫园灯会赏灯

的人数超过 8万。

用手机扫描中心广场“玉兔东升、鲲鹏万里”主

灯组旁设置的二维码进入小程序，随后对准周边建

筑扫描，一条色彩缤纷的“大鱼”跃然于屏幕上。伴

随着手机镜头移动，“大鱼”围绕着“玉兔”灯彩和往

来行人游来游去。上海市民周熹与“大鱼”合影时

感叹，赏灯 20 多年，这样“跨次元”的拍照还是第一

次。

在重庆，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景区张灯结

彩。在 2022 年年中新上线的“实景拍摄＋CG 动画

结合”8K 球幕电影《大足石刻》，展现巍峨庄严的千

手观音像、宏大写意的卧佛等大足石刻经典造像。

四川游客陈亚对此赞不绝口：“科技让传统文化变得

‘炫’！”大足石刻景区在大年初一接待近万名游客，

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13倍。

古都西安延续了36届的城墙新春灯会也变

“潮”了，形象分别源自唐代妇女、金甲武士、

文人墨客和古丝路上友好使者的“盛唐天

团”IP 人物亮相即“出圈”，相关主题限定

数字藏品和文创产品在线上线下热销。

哈尔滨太阳岛雪博会园区引入数字技

术实现“线上预约”“分时预约”，让消费者有序

分流提升体验，观众还可通过“扫码”实现边赏冰

雪景观边看相关介绍。

美团研究院副院长厉基巍认为，今年春节假期

餐饮、旅游、出行、休闲玩乐等多板块消费将快速回

暖，为提振全年消费市场、促进经济发展开好头。

（执笔记者：陈爱平；参与采写：罗鑫 周文冲
蔡馨逸 周慧敏 杨思琪 许晓青）

（新华社北京1月24日电）

↖ 1 月 20
日，市民在河

北省邢台市南和
区和阳镇年货集市
购买节庆饰品。

新华社记者
朱旭东 摄

↗ 1 月 22
日，游客在黑龙
江省哈尔滨松
花江冰雪嘉年
华园区游玩。

新华社记
者 张涛 摄

↙ 1 月 23
日 ，观众在位

于北京市丰台区
的中国园林博物
馆“物上山水”展
览现场体验写毛
笔字“山水”。

新华社记者
尹栋逊 摄

新华社记者

乡镇市集上年货琳琅满目，返乡人忙着

采购；都市商圈里，餐厅生意红火，商品畅

销；“北赏雪、南避寒”的长线游预订火爆，各

地新春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自然风光和非遗

灯彩，因为数字技术的引入焕发活力、助力激活

消费……记者在全国多地见到，今年春节假期消费

市场供需两旺，折射出我国经济发展强劲的内生动

力。

城乡市集火热
餐饮年货消费旺

清 晨 7 时 许 ， 重 庆 市 大 足 区 宝 顶 镇 香 山 老 街

上，炒货干货、活禽水果、鞭炮香烛商品一应俱

全，商贩们沿路吆喝，往来行人不时驻足询价，构

成一幅新春农村赶集年俗画。73 岁的夏应合走了 2
个小时路赶来，背篼里整整齐齐码放着自家地里种

的新鲜白萝卜。

“过年期间，家家户户大鱼大肉，解腻的萝卜卖上

了好价钱！”随着萝卜销售一空，老夏从卖家变买家，

在集市上挑选心仪的年货。因疫情许久没有回家的

女儿和外孙今年回家团圆，老夏要烧一锅女儿最喜

欢的海带腊肉汤。

蔬菜油绿，卤肉飘香……西安市西咸新

区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年货大集绵延近两公

里。在浙江嘉兴的工厂里上班的杜龙朝和

王盼盼夫妻俩返乡后早早前来赶集，兴致勃

勃为孩子和亲戚们选购礼品。

北京荟聚中心新春市集推出 40 个摊位精选佳

品，供顾客挑选心仪的年货。该中心总经理周欣介

绍，大年初一，商场内 7000 多个地下车位停得满满当

当，多家餐馆需要等位，黄金珠宝销售额较上年翻番，

新春消费“火”起来了。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沿线餐厅生意红火。老字号

新雅粤菜馆堂食位几乎天天订满，外卖和预制菜深受

欢迎。餐厅特别为在沪过年的小家庭推出小份半成

品套餐，还紧抓年轻人“围炉煮茶”的新爱好推出相关

菜品。

美团平台上标记“春节不打烊”的商家接近百万

家，覆盖餐饮、景点、酒店、KTV、美发等多类服务，满

足各地消费者多样化的春节消费需求。

受益于发达的互联网经济和快捷的邮政快递运

输，回家团圆的人或许还在路上，年货已先抵达。淘

宝天猫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异地年货成交保持

同比正增长；菜鸟直送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预计

处理单量同比将增加 30％，不仅酒水和年货礼盒

热销，运动户外产品等消费也大幅增长。

长线游大幅增长
各地主客共享

春节假期，以“北赏雪、南避寒”为特点的长

线游迎来“爆发式”增长。

下午 4 时的哈尔滨，喧嚣和欢乐拉开帷幕。第 24
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内，15 万立方米的冰和雪

凝成上百个冰雪景观，500 米超长滑梯前游人排着长

队，新晋“网红”游乐项目大雪花摩天轮增添浪漫气

息。“向往已久的‘北国’之旅，终于实现了！”来自厦门

的游客章懿说。

受北京冬奥会带动，哈尔滨“冰雪热”持续发力，

城乡市集春意浓城乡市集春意浓
过年出游合家欢过年出游合家欢
——春节假期各地消费市场一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