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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分流 提高效率

北京20家医院开展急诊分级
本报记者 吴佳佳

旅游机构预订人次持续攀升——

“五一”各旅游景区还将迎“人山人海”
本报记者 吉蕾蕾

“五一”假期，适逢春夏交接，气候适宜，是一年中难得的出游

好时节，以主题乐园为目的地的周边游产品预订人气高涨

针对旅游旺盛的“五一”出游需求，旅游机构也上线了多种

特色玩法，如IP主题自驾游、高铁游等旅游产品

人均可支配收入4600元，实际增长6.9%——

农 民 持 续 增 收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 农民增收始终与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农村经济走势密切相关

● 各项农村改革全面深化，农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 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载体建设，为乡村就业提供更多机会

随着“五一”假期临近，各家旅游
机构预订人次持续攀升，亲子游、山水
游、海岛游等主题游颇受青睐。驴妈妈
旅游网日前发布的《五一小长假出游预
测报告》也显示，“五一”期间，“1天
至3天”周边游预订占比达58%，其中

“3天2晚”自由行产品最受宠。
“五一”假期，适逢春夏交接，气

候适宜，是一年中难得的出游时节，趁
着假期，带娃去周边度假成为许多游客
的首选。《报告》显示，“五一”亲子周
边游异常火热，携娃出游的家庭占比达
6成。其中，以“主题乐园”为目的地
的周边游产品预订人气高涨，上海迪士
尼乐园、长隆度假区、北京欢乐谷、常
州恐龙园等主题乐园最受青睐，“五
一”假期将迎来“人山人海”。

主题乐园火爆也带热了周边亲子度
假酒店，包括上海玩具总动员酒店、珠海
长隆企鹅酒店、常州环球恐龙城恐龙主题
度假酒店等“五一”假期期间已基本满房。

“‘五一’假期由1天变4天，刺激
了消费者出游意愿。”中国旅游研究院博
士韩元军表示，今年“五一”假期仅中短
途旅游市场人气旺盛。

记者了解到，“五一”假期一些游客
选择拼假3天，凑出了8天长假，去海外
度假。记者从多家旅游机构获悉，“五
一”假期出境游人次占比较去年提升了近
8个百分点。

各旅行社的预订数据显示，上海、
杭州、广州、苏州、常州、北京、珠海、无
锡、湖州、南京等地成为游客预订的热
门目的地，泰国、日本、新加坡、越南、印
尼、美国、阿联酋、土耳其、俄罗斯则成
为游客最爱的出境游目的地。

业内专家分析表示，泰国之所以
成为出境游“人气王”，主要受益于落
地签免签证费延长至 4 月 30 日，许多

游客抓住免签证费的尾巴，提前拼假前往
泰国度假。此外，随着广深港高铁（香港
段）、港珠澳大桥的开通，香港游热度不
断提升，而且今年“五一”不用拼假就能
来个“4天3晚”旅程，激发了游客的赴
港游欲望。

据中国旅游研究院预测，参照往年小
长假情况，今年“五一”4天小长假，预
计全国将有1.5亿人次出游。同时，得益
于“五一”假期收费公路对7座以下载客
车辆免收通行费，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自
驾出游。

针对旅游旺盛的“五一”出游需求，
旅游机构也上线了多种特色玩法，如 IP
主题自驾游、高铁游等旅游产品。

韩元军表示，我国节假日制度已经运
行多年，相关领域和行业都已形成了较为
成熟的运行方案。文旅、交通、工商、公安
等部门还需继续做好配合，及时发布旅游
信息，利用好12301旅游投诉服务热线，及
时回应游客诉求，提高游客出游体验。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业农
村部 4 月 23 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
季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600元，实际增长6.9%。值得注意的
是，这一增速继续保持两个“高于”，
高于GDP增速0.5个百分点，高于城镇
居民收入增速1个百分点。

农民收入增幅如何实现两个“高
于”？今后农民增收前景如何？经济日
报·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农民增收势头好

农民增收的好势头是如何实现的？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分
析，今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总
体稳定，价格季节性上涨，带动家庭经
营性收入名义增长 5.9%。外出务工总
量和工资水平实现双增长，3月末，外
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达到17651万人，同
比增长 1.2%；月均收入达到 3996 元，
同比增长7%，由此带动工资性收入名
义增长 9%。各地落实产业扶贫 3 年攻
坚行动意见，普遍建立了产业发展指导
员制度，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产销对
接活动，产业扶贫成效不断显现，贫困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较快
增长。

在农业农村部政策与改革司副司长
赵长保看来，6.9%的增速，仍然处于
中高速发展区间，仍然保持持续稳定增
长的态势，所以农民增收形势总体上是
稳定的。2018 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是 14617 元，未来两年只需增长 3.4%
就可以实现农民收入倍增目标。目前
看，基本可以提前实现这个目标。

“当前，也需要未雨绸缪。农民增
收始终与宏观经济形势和农业农村经济
走势密切相关。当前，宏观经济形势还
面临一系列下行压力，在国内外经济形
势错综复杂的环境下，给农民的就业增
收带来了一定的不确定性。”赵长保
说，总体上预计，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国家产业结构的优
化升级，各项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农
村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农民持续增
收态势在可预见的将来是可以保持的。

工资性收入成关键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陈晓华说，从以往经验看，农民增收的
关键要看农民务工收入情况。实现工资
性收入的稳定增长，才能保证农民收入
的稳定增长。尽管当前就地就近就业、
返乡创业创新已成为工资性收入增长的
重要途径，但整体来说，结构性矛盾依
然比较突出，“就业难”和“用工荒”
一定程度并存。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
提高劳动者素质，在增强就业技能和就
业能力方面下功夫。

如何拓展农民工资性收入渠道？中
国劳动学会会长杨志明分析说，当前一
些地方招工难主要是招收技工难，反映
了培训工作的短板，表明急需加强农民
工技术培训。2014 年，人社部起草了农
民工技能提升计划；2018 年，全国增加
了 1100 万农民高级工、高级技师。过
去，农民工技能培训是政府主导，今后

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尤其是发挥中
小企业作用。农民工就业是市场行
为，最好的对接就是各市场主体之间
对接。

一方面，传统增收动能对农民收入
的贡献率在弱化；另一方面，新的增收
动能正在形成和转换。中国农村合作经
济管理学会会长毕美家认为，在城市，

一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投身到家庭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中，获得了可观收入。在外
卖、快递等领域，新生代农民工占到总量
的90%以上。在乡村，各地实施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发掘乡村新功能新
价值，催生新产业新业态。今后，土地增
值收益以及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分红将成为
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来源。这些都为农
民增收注入了新动能。

“从1997年以后，工资性收入一直是
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事关农民增收大
局。工资性收入 2018 年一季度是 1843
元，2019 年一季度是 2009 元。”赵长保
表示，下一步，既要继续发挥传统就业渠
道“稳定器”的作用，又要积极培育发展
新动能。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支持发展农产品粗加工、精深加工、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积极推广新业态新模
式，加快建设国家农村创业创新园区等发
展平台，抓好现代农业产业园等平台载体
建设，为乡村就业提供更多机会。

多轮驱动促进增收

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
收入、转移性收入是农民收入的“四驾马
车”。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要夯实基础、综
合施策。有关专家认为，近期来看，保持
农民增收的好势头，除了着力增加农民工
资性收入外，还要着力做好以下方面的
工作。

——稳定农民家庭经营收入。2018
年一季度农民家庭性经营净收入为 1449
元，2019 年一季度则达到 1535 元。可
见，做好农业的节本增效文章对农民家庭
经营净收入增长很有作用。下一步，农业
农村部门将继续推动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
的投入、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调整优化
农业结构，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
机衔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业生
产经营收入持续增长。

——促进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去年一
季度农民财产性收入118元，今年一季度是
130元，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中占比不
大，但是潜力很大。下一步，要着力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土地制
度改革，盘活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创新农业
经营体制机制，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进
一步拓宽农民财产性收入来源。

—— 逐 步 提 高 农 民 转 移 性 收 入 。
2019 年一季度农民转移性收入从去年同
期的 816 元，增长到 925 元。下一步，
要继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推动农
业保险增品扩面提标，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补贴体系，保障农民转移性收入稳定
增长。

与此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补齐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
改善农村生活环境、消费环境，同样有助
于稳定农民预期，增强农民获得感，对农
民增收工作而言同样重要。

每一个前往医院急诊的患者，都希望第一时间得到
救治。医院急诊就像高速路上的应急车道，如果被私家
车占用，这条生命之路被堵死，后果也将不堪设想。记
者日前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了解到，从2019年5月1日
起，20家提供急诊服务的北京市属医院，统一实施急
诊预检分诊分级就诊(“急诊分级”)。

北京市医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随着我
国急诊医学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三级医院急诊量逐年
增长。目前，北京市属三级医院年急诊量已达 235 万
人次。造成就医人数攀升、环境拥挤的原因之一，就
是大量非急诊患者占用有限的急诊资源。有调查显
示，在急诊就诊患者中，非急症患者比例大约占 30%
到 50%，甚至有个别的医疗机构高达 80%。“当前，
医院亟待提高急诊的‘准入门槛’，实行‘分级而
定’的科学甄别和合理区分，并最终达到有效分流患
者的目的。”该负责人说，“我们希望把有限的急诊医
疗资源最大限度地用在急危重症患者的抢救上，进一
步提高急诊救治效率”。

记者了解到，北京朝阳医院是较早实行急诊分级的
医院之一，目前已经实现从初筛、分级到叫号的智能化
分级制度。在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记者看到在等候区
前方的电子屏幕上，患者信息被分为三种不同颜色的色
块，其中，一级、二级病人为红色；三级为黄色；四级
为绿色。按照规定，“红色”患者在10分钟内要给予救
治，黄色为30分钟内，绿色的排在红、黄之后，没有
具体的时间规定。

北京朝阳医院急诊科主任郭树彬说，医院急诊科是
抢救急危重症患者的场所，承担着24小时不间断的紧
急医疗救治任务。北京朝阳医院每天急诊量在500人至
600人次，高峰时高达700人次，其中不少患者不符合
急诊接诊范畴，若按顺序看病，有可能不能有效分诊，
容易导致真正需要急诊的患者失去抢救机会。

那么，如何才能保证急诊分级科学、公平和安全？
北京市医管局负责人表示，首先要安排经验丰富的专业
分诊医务人员。各医院急诊科均安排经验丰富的人员从
事急诊预检分诊工作，并组织急诊相关医务人员全员专
项培训；其次，使用专业仪器采集生命体征。分级最重
要的依据是专业仪器对患者生命体征的采集，包括心
率、血压、血氧饱和度等，医务人员再结合患者的病
史、症状、体征，作出最终科学的分级及所属专科；再
次，需要专业人员实时监测候诊区患者病情。

近日，58同城、安居客发布《2019年一季度楼市总结
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一季度用户找房热度有所
上扬，但涨幅不及去年，购房者心态趋于平稳。

《报告》显示，一季度新一线城市中新房热门城市为
西安、重庆、武汉、成都，但与去年相比，仅武汉同比上涨，
其余三城同比均呈下行趋势。其他城市中，苏州、天津的
找房热度同比上涨超三成。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说，近一段时
间以来，不少城市出台“揽才”政策，通过提供租房、购房、
生活等补贴，以及开放落户等政策吸引人才流入。人才
落户政策会积极影响到楼市需求侧，由于人才引进导致
的购房需求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楼市在趋稳中保
持向上。

值得注意的是，具体来看，不同城市房地产市场表现
差异性较大。《报告》指出，一线城市楼市稳定将体现在房
价和土地价格两个层面；二线城市则呈现出地区性差异，
热点城市降温还将在上半年持续，但降温已趋缓；三四线
城市的分化将更为明显，受去库存政策和棚改政策调整
影响，部分城市楼市降温更为明显。

业内人士认为，从基本面来看，一季度部分城市出现
成交回暖，但全国不会出现成交量价大涨格局，整体市场
并不具备“大阳春”基础。

对此，张波进一步解释说，首先，政策面上不允许，国
家对楼市调控的目标不会变，楼市小幅波动属于正常范
畴，但交易热度大幅上升，尤其是房价快速上升一定会被
控制；其次，市场面上难实现，一二线城市楼市调控并未
放松；再次，2019年不少房企调低了业绩增速，拿地依然
谨慎，融资难度依然较高。

市场机构报告显示——

购房者心态趋于平稳
本报记者 王轶辰

程 硕作（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