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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今年国庆与中秋双节合一，国庆假期长达8天。从各部门以及各地反馈情况来看，今年黄金周期间，国内旅游人数、高速公路网车流

量、铁路发送旅客人次与平日相比都有大幅增加。此前，服务业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持续时间较长，长假期间消费反弹有利于弥

补服务业损失、促进经济更平衡发展，交通、旅游、餐饮等行业因假日消费得到较好补偿。此外，假日经济带动服务业复苏也将改善就

业，并通过关联效应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本版编辑 温宝臣 郭存举

非法荐股套路多
小心沦为“接盘侠”
本报记者 周 琳

网络抽奖骗局多
消费陷阱须警惕
本报记者 李万祥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庆假期。
之所以说不寻常，一方面，今年国庆节

是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的首个长
假，假期人员流动性大，活动增多，活动范围
扩大；另一方面，超长黄金周为回补释放消
费潜力，进一步巩固消费回升势头提供了良
好契机。随着“六稳”“六保”政策和常态化
疫情防控措施持续落实落细，以及一系列促
消费活动和措施深入组织实施，长假正是检
验我国消费市场回暖成色的最好时机。

从假日整体情况看，超长黄金周消费的
含金量高，成色十足。

复苏的后劲从假日之初就显现出来。
文旅部数据显示，10 月 1 日，全国共接待国
内游客 0.97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同比恢复
73.8%；实现旅游收入 766.5 亿元，按可比口

径同比恢复 68.9%。与端午假期首日的
1727.6万出游人次相比，国庆中秋假期首日
出游人次增长461.47%。

客流恢复十分明显。交通运输部消息
显示，10 月 1 日，全国公路网出现双节出程
高峰，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地区公
路网交通流量明显增长，北京、上海、苏州、
南京、广州、武汉、长沙、合肥等大中城市周
边高速公路出城方向车流量较大。中国国
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数据则显示，截至10
月7日，全国铁路连续多日超千万，铁路运输
安全平稳有序。各地车站客流回升，让许多
在路上的人们真切感受“迟到的春节”。

节日期间，众多企业以及金融机构定
制了一系列优惠促销政策。多家大型电商
平台推出节庆消费券、中秋美食节等促销活

动。部分电信运营商大规模发放 5G 消费
券，多家电商购物和支付平台推出百亿元消
费券和消费补贴。中国银联联合地方政府
发放10亿元消费券，联合金融机构和品牌商
户，配合实施各地政府优惠券营销。一些银
行纷纷推出信用卡消费红包等优惠政策。
更有电商平台为出口转内销企业提供免费
入驻绿色通道，很多电商企业通过直播带
货、主题专场等多种形式，开展消费扶贫助
农、推介老字号产品。一些外卖平台积极宣
传推广“小份菜”或开展“食物零浪费”行
动。这些活动有力推动了市场人气稳步回
升，商业秩序全面恢复。

对假期消费的关注，不仅来自国内，同
样也来自全世界。境外多家媒体报道指出，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的首个“十

一”黄金周推动旅游业回暖，中国国内消费
市场将成为经济持续复苏的重要力量。有
分析指出，控制住疫情是任何国家经济复苏
的关键，中国对疫情的有力控制让人们有理
由对中国经济复苏感到乐观。

假日消费推动服务业复苏，有利于稳就
业、保民生，进而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当前，
我国正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超长
黄金周期间，国内消费的良好表现，无论是
对国内经济的恢复发展，还是对全球经济复
苏来说都是好消息。相信随着我国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向好，社会生产和生活秩序总体
恢复正常，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还将继续不断
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将更加
明显。

黄金周消费含金量高成色足
□ 冯其予

餐饮行业加速复苏
本报记者 吉蕾蕾

旅游需求有力释放
本报记者 张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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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不少消费者都有这样的体验：每次网络抽奖，转盘指
针总会划过手机、话费等很有吸引力的奖品，最终落在了商家
优惠券、买保险、报培训班等奖项上，实际指向了下一次消费。

类似的案例也常在实体店中发生。例如，近日执法人员对
某珠宝商行实地检查时发现，该商行向消费者提供的抵用券
中奖金额均为3000元，而其经销的珠宝玉石标价均在3000
元以上，且从未以标价价格出售过商品。其实，商家所有的抵
用券都是“抵用3000元”。这种行为最终受到了依法惩治。

为了引诱消费者购买商品，商家向消费者谎称是因运气
好才刮到此券。网络抽奖“逢抽必中”与此如出一辙。

近年来，抽奖套路越来越多，有的线下商家提前聘请部分
“托儿”，现场参与抽奖活动；有的线上公众号为吸引消费者参
与，刻意编造中奖产品等；有的商家还刻意使用第三方软件随
意设置抽奖的奖项、概率……于是，部分消费者经受不了奖品
的诱惑，被商家忽悠。有的甚至点击使用了获得优惠券购买了
相关产品，结果发现被骗。

相关技术人员揭秘称，抽奖结果都是提前设定好的。这种
抽奖软件开发很简单，有固定模板，奖品内容以及中奖概率都
可在后台设置操作。看似是“擦肩而过”，其实是蓄谋已久；看
似商家促销，其实是以次充好。

因此，所谓的网络抽奖不过是变相售卖营销，是一种诱导
消费者为伪劣产品买单的恶劣行为。专家提醒，网络抽奖套路
多，消费陷阱须警惕。这种以抽奖之名行营销之实的行为可能
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消费者，把消费者引流到了别的平台，如果
消费者发生购买行为，产品质量和售后都难以保证。

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
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
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经营者提供商品
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
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
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

这里所说的欺诈，既包括故意告知消费者虚假情况的行
为，也包括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使消费者陷入认识错误的情形。
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永平表示，缺乏监督的抽奖
活动，企业可以造假，消费者不易察觉，即便知道被骗也没有
证据证明。

专家提醒，消费者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好事，遇到抽
奖活动需要谨慎，不要盲目参与类似的“抽奖”活动。如果通过
平台购物，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宣传的商品和拿到手
的商品不一致，如果证据充分可以向消协投诉或去法院起
诉。”胡永平说。

“本以为微信群里都是不如我懂股票的‘小白’，原来我才
是最蠢的。”日前，在名为益股大讲堂的荐股平台直播间“老
师”诱导下，刚入股市的投资者李余省（化名）全仓买入某股
票，短短数小时浮亏近20%。

李余省的遭遇，并非个例。今年以来，通过网络直播荐股
忽悠散户高位接盘的骗局明显增加，直播的方式更直观、更具
诱导性，容易让散户于短时间内在缺乏思考的情况下买入，沦
为“接盘侠”，部分投资者将此类骗局称作“杀猪盘”。

类似非法荐股的活动可谓花样百出，主要有4种形式：
一是“股市黑嘴”，是指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误导性信

息，影响股票价格，甚至操纵市场等牟取非法利益的机构和个
人。其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编造传播证券虚假信息、蛊惑交易、
抢帽子交易、利用信息优势操纵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上述行
为分别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及操纵证券
市场等。

二是“非法荐股”，是指无资格机构和个人向投资者或客
户提供证券投资分析、预测或建议等直接或间接有偿咨询服
务的活动。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网络直播荐股、微博微信荐股、
软件荐股、培训荐股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上述行为涉嫌非法
经营证券业务。

三是“场外配资”，是指以高于投资者支付的保证金数倍
的比例向其出借资金，组织投资者在特定证券账户上使用借
用资金及保证金进行股票交易，并收取利息、费用或收益分成
的活动。行为模式主要包括系统分仓、出借账户、虚盘配资、
点买配资等。根据证券法规定，从事“场外配资”涉嫌非法经
营证券业务。从事虚盘配资则可能涉嫌诈骗等违法犯罪
活动。

四是“黑群”“黑APP”，是指不法分子为开展违法活动，
借助微信、QQ、微博等工具创建群聊，或开发上线APP等，用
于宣传、引流或招揽客户，甚至直接从事相关违法活动。根据
证券法规定，“黑群”“黑APP”等传播媒介也可能涉嫌编造传
播虚假信息或者误导性信息，扰乱证券市场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表
示，非法荐股是利用个别投资者偏爱内幕消息、喜欢跟庄、想
发横财的心态，让其购买相关服务。当投资者“入坑”并且限
时、全仓跟随买入时，会发现所买股票一泻千里，诈骗方根本
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利。根据有关规定，网络直播荐股收费属
于证券投资咨询活动，未经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此
类活动。直播平台上的主播有偿提供荐股服务，未取得证券
投资咨询从业资格的，或者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从业资格但未
在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或证券公司执业的，涉嫌非法从事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

业内人士提醒广大投资者，对各类“股市黑嘴”“非法荐
股”“场外配资”要提高防范意识，避免侥幸心理，自觉远离非
法活动，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上图 日前，江苏镇江句容市宝华
山国家森林公园内举行舞龙表演。国庆
中秋长假期间，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
俗活动，欢度假日。

钟学满摄（新华社发）

右图 10月6日，小朋友在三亚市大
东海玩耍。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海南
省三亚市各大旅游景点游人如织，来自
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享受丰富多彩的
旅游项目。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国庆长假第一天，北京游客王帆就迫不
及待地带着家人飞到广东，开启了“逛吃逛
吃”的休假模式。“这是我们全家今年第一
次出远门旅游，每个人都很兴奋。”王帆告
诉记者。

国庆节加中秋节的超长假期，使得今年
以来积攒的旅游需求有力释放。仅假期第一
天，全国就接待国内游客0.97亿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766.5亿元。

各地知名景区客流高峰如约而至。在
北京，颐和园、故宫、八达岭长城等景区
最受欢迎，其中，故宫正在展出的“丹宸
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展”和“千古
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
展”，吸引游客争相前往。八达岭长城景区
将单日接待游客量控制在48750人次，假日
门票早早售罄；在湖北，4A级以上景区，
特别是5A级景区持续火爆，黄鹤楼、赤壁
古战场等热门景区曾一度达到接纳游客人数
最大承载量75%上限。

红色旅游成为国庆假期旅游市场重要组
成部分。在湖南，韶山景区人头攒动，游客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内，有序
参观，仔细聆听讲解；在云南，昆明各红色
景区迎来大量市民和游客，其中云南陆军讲
武堂日均接待游客人数是平时的好几倍，西
南联大旧址也吸引了大量游客参观游览；在
海南，红色娘子军演艺公园内红旗飘扬，园
区内持续开展的丰富多彩体验活动，让游客
沉浸在红色海洋中。

各地纷纷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让
游客在旅途中体验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北
京启动“老字号新京范”前门京味消费季，
老字号市集、音乐会、国潮文创市集等一系
列活动接连上演；贵州贵阳乌当偏坡布依族
乡以“民族团结进步”——我们的节日为主
题的系列活动，让游客感受浓郁的布依民族
风情和民俗文化，安顺市推出文旅融合惠民
活动“虹湖之夜”、山里江南夜书今生缘沉
浸式灯光演艺，给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今年国庆节与中秋节假期叠加，居民外
出消费需求旺盛。与民生紧密关联的餐饮
行业，成为各地促进消费回补的重要着力
点，全国餐饮消费恢复也迎来“加速度”。

“国庆假期几天，客流量明显增多，我们
提前开业，延后歇业。中午营业到15：30左
右，晚上延长营业到23：00左右。”北京市鼓
楼马凯餐厅经理吕永杰说，餐厅国庆假期每
天的接待量近3000人次。

堂食客流量增加，印证了餐饮消费稳步
上升、加速复苏。北京同和居月坛店餐饮部
经理武根深说，国庆长假期间营业额同比增
长近20%，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实
现超过去年同期。

值得关注的是，市场消费势头火热，利
用线上平台和数字化经营手段为顾客提供
更好服务、吸引更多顾客到店消费，成为众
多餐饮商家长假期间重要发力点。

天津一家经营了20年的川菜馆新煮意
负责人赵倩告诉记者，在国庆中秋黄金周到

来之前，新煮意各个门店根据美团面向堂食
场景推出的餐饮商户线上经营体系提前制
定了精细化的线上运营策略，效果很好。以
成效最为显著的平山道门店为例，对比9月
初，最近一周门店通过线上经营产生的到店
交易增长高达429%。

数据显示，国庆期间餐饮在线预订的订
单量比去年同期增长37%。

堂食客流量增加的同时，部分餐厅的外
卖也超过了去年同期。记者了解到，北京同
和居3家门店国庆期间外卖收入同比增长
超700%，华天二友居同比增长超100%，同
春园、惠丰酒家、新川面馆等餐厅外卖同比
增长也超40%。浙江杭州西溪龙湖天街老
鸭集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在国庆假期用
餐时间，外卖订单就没有停过。

此外，旅游业复苏也推动了景区周边餐
饮消费的火爆。《美团外卖国庆消费大数据》
显示，10月1日至10月5日，热门景区外卖
订单量同比增长200%。

从整体数据来看，由
于今年国庆假期较长，新
冠肺炎疫情平稳，游客出
行意愿高涨，交通运量较
疫情期间增长较大，但仍
不及往年国庆长假。

10月 1日至7日，全
国道路预计发送旅客3.32
亿 人 次 ，同 比 下 降
30.87%；全国水路发送旅
客656.12万人次，同比下
降52.27%。铁路方面恢
复情况略好，9月30日至
10月7日，全国铁路连续8
天发送旅客超千万人次。

从交通流量具体分析
来看，由于假期较长，旅客
出行有一定错峰空间，因
此假期首日出程高峰突
出，后期返程时间相对分
散。就铁路运输来说，高
峰在10月1日，运量超过
1500万人次，10月2日降
至1201.5万人次，3日至

7 日，都在 1100 多万人次，8 日预计达到
1300万人次。从道路运输看，9月30日开始
就迎来高峰，当日全国公路旅客发送量约
3976万人次，环比上升29.7%。10月1日，
公路发送旅客 4829 万人次，环比又增长
21.45%，此后一直保持平稳。不过，由于总
量不及去年，加上交通部门提前应对，铁路加
开客车、采取重联，收费公路继续免费、加强
监测，因此交通运输井然有序。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在春节期间，打
乱了许多家庭的团圆计划，此次国庆中秋长
假成了“迟来的春节”，回家旅客占比很大。
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城市客运经营者，认
真做好服务方便旅客回家。同时，按照有关
疫情防控指南的技术要求，对车站、港口、机
场、公路服务区和交通运输工具进行消毒、通
风，并开展乘客测温和防疫宣传等工作。

疫情控制较好，旅游需求集中释放，前往
热门景点景区的交通流量明显增加。为此，
各交通部门加强应对并主动引导。如中国铁
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加开延吉西至长春、
珲春至烟台南11对“秋游列车”，乌鲁木齐局
开行2趟“坐着火车游新疆”旅游专列等。呼
和浩特局在乌兰察布高铁站开通5条直达景
区免费旅游大巴线路，高铁客流可免景区门
票，既解决了“最后一公里”问题，又为游客带
来了更多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