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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旅游部1月 2日
公布2023年元旦假期文化和
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
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3年
元旦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
5271.34 万人次，同比增长
0.44%；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265.17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0%。全国文化和旅游假日
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元旦假期，都市休闲、周
边游仍占主流。冰雪、温泉、
逛乐园、游湖、露营、围炉煮
茶、酒店剧本杀、街区休闲、古
镇漫游、看烟花、登山等玩乐
体验受到年轻人青睐。

有关数据显示，中远程旅
游稳步复苏。携程2023元旦
假期总结报告说，这次假期近

六成的用户选择跨省游，元旦
跨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
145%。飞猪数据显示，元旦假
期的跨省游和跨市游订单占比
近八成，达到近一年峰值，90
后和00后年轻用户成为跨省
游、跨市游主力军。

旅游产品方面，“一冷一
热”趋势明显，“冰雪游”和“避
寒游”成为元旦假期旅游关键
词。东北冰雪大世界、亚布
力、长白山、中国雪乡、“北极”
漠河等经典冰雪旅游目的地
吸引不少游客。长三角、珠三
角成为西南、西北、中部地区
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客源地，三
亚、西双版纳、昆明、厦门等地
成为北京和东北三省游客“避
寒跨年”主要旅游目的地。

假日期间，充满欢乐祥和
迎新氛围的跨年活动受到年
轻人追捧，各地灯光秀、烟花、
跨年敲钟等文化体验活动广
受欢迎。携程数据显示，跨年
夜当天，上海、北京、成都、重
庆、广州、杭州、南京、长沙、深
圳、西安是旅游热度最高的
10座城市，夜游订单也居于
前列。

此外，元旦假期文旅活动
有序开展，惠民措施助推文旅
消费回暖。文化和旅游部组织
各地因地制宜开展丰富多彩的

“村晚”系列活动，鼓励利用剪
纸、年画、灯彩等非遗项目，营
造浓厚的节日氛围。新年戏曲
晚会、新年音乐会演播等丰富
了节日供给。 （据新华社）

全国5271.34万人次
元旦假期出游

最低工资表迎来更新。
1月2日，人社部官网发布了
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
况（截至2023年 1月 1日），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590元，为全国最高。14个
地区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000元及以上。

新年多地上调最低
工资标准

进入2023年，又有一些
省份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

其中，自2023年1月1日
起，河北省实行新的月最低工资
标准三档分别为2200元、2000
元、1800元，调整后，对应的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第一档
每小时22元，第二档每小时20
元，第三档每小时18元。

此外，自2023年2月1日
起，贵州省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为一类地区每月1890元，二
类地区每月1760元，三类地
区每月1660元。非全日制用
工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为一
类地区每小时19.60元；二类
地区每小时18.30元；三类地
区每小时17.20元。

上海月最低工资
2590元，全国最高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

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采取月最
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
标准的形式。月最低工资标
准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
者，小时最低工资标准适用
于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从月最低工资标准来看，
上海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590元，全国居首。其次是
深圳，月最低工资标准达到
2360元，第三名是北京，月最
低工资标准达到2320元。

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
看，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为25.3元，为全国最高。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北
京的月最低工资标准“含金
量”更高，因为这两个地区的
月最低工资标准不含劳动者
个人依法缴纳的社会保险费
和住房公积金，由用人单位
另行缴纳。

14个地区月最低工
资≥2000元

从人社部发布的全国各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来
看，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
在2000元及以上的地区已经
增加到了14个。

这些地区分别是上海
（2590元）、深圳（2360元）、北
京（2320元）、广东（2300元）、

江苏（2280 元）、浙江（2280
元）、河北（2200 元）、天津
（2180元）、山东（2100元）、四
川（2100元）、重庆（2100元）、
福建（2030 元）、湖北（2010
元）、河南（2000元）。

一些待遇会随最低
工资提高而上涨

最低工资标准的上涨，有
哪些好处呢？谁会受益呢？

直接受益者是低收入劳
动者。中国劳动学会特约研
究员苏海南表示，最低工资标
准上调，对保障和改善低收入
工薪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
基本生活非常重要，同时也会
带动其他岗位工资水平、加班
工资计算基数等提高。

另外，一些与最低工资
标准挂钩的待遇也会随着最
低工资标准的上涨而提高，
包括失业保险金、医疗期内
的病假工资、试用期的工资
以及单位停工、停业等情况
下职工的基本生活费，等等。

根据劳动合同法，劳动
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
本单位相同岗位最低档工资
或者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
分之八十，并不得低于用人
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
准。 （据中新网）

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出炉！

14个地区≥2000元

近日，全球共享所有流
感数据倡议（GISAID）数据
库新增369条中国本土新冠
病毒测序结果，上传者为上
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
医院陈赛娟与上海市公共卫
生临床中心范小红领衔的联
合科研攻关团队。这些样本
来自上海地区新冠患者，随
机采集于2022年11月23日
至 12月 22日，经基因测序
确认30个已知奥密克戎亚
型毒株，尚未发现新的新冠
病毒变异株。除了“南方株”
BA.5.2 和“北方株”BF.7 相
会于上海，在欧美广泛流行
的BQ.1家族和XBB家族占
比超过1/3。

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专家组成员袁政安表
示，目前上海所发现的奥密
克戎BQ.1和XBB毒株，仅
在极少数入境隔离人员中检
出，尚未在社会面上造成本
土传播。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副主任凌云表示，上海市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作为上海
收治入境确诊病例的定点医
院，按要求对于输入性病例
实行严格闭环管理，符合出
院标准后予以解除隔离，目
前未发现有境外输入毒株的
本土传播。

（综合澎湃新闻、《新民
晚报》等）

上海发现BQ.1和XBB毒株

尚未造成本土传播

跨年期间，航班追踪网
站Flightradar24在社交平
台推特上分享了一架航班
的信息，平台显示这架飞机
在 2023 年起飞，降落时却
回到 2022 年，引发外国网
友热议。

当地时间2023年1月1
日0时29分，该架美联航航
班从韩国首尔起飞，由于时
差，飞机抵达目的地美国旧
金山时，落地时间显示为

2022年12月31日下午5时
14分。Flightradar24在推
特上发文分享航班信息时直
呼“太酷了！”

帖文一发布，就吸引超
60万网友浏览，3000多人
点赞。不少外国网友表示，

“像是搭乘时光机”“真的回
到‘过去’了”“真的好有趣，
可以跨两次年！”

（据《人民日报·海外
版》）

2023年起飞，落地回到2022年

美一航班“像是搭乘时光机”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
之一，象限仪座流星雨是
2023年开年第一个重要天
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
月4日，象限仪座流星雨迎
来极大，喜欢流星雨的发烧
友有望欣赏到明亮的火流星
划破夜空的震撼一幕。

象限仪座是一个古老的
星座名称，它是法国天文学
家拉朗德于 1795 年创立
的。1928年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在确认现代88个星座
时将其取消，并入天龙座、牧
夫座、武仙座等星座，但象限
仪座这个名字却通过另一种

方式被保存下来，那就是流
星雨。象限仪座流星雨的辐
射点就位于天龙座、牧夫座、
武仙座这几个星座相邻的区
域，在北斗七星的斗柄方向。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
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
绍，象限仪座流星雨速度中
等、亮度较高，会有非常明亮
的火流星出现。火流星会发
出更亮的光芒，流星尾迹比
一般流星更长且持久，极具
观赏性。由于该流星雨的辐
射点在后半夜才升起，故午
夜过后可以看到更多的流
星。 （据新华社）

象限仪座流星雨4日极大
拉开2023年天象大幕

1月1日，游客在广州天德广场游玩。（新华社发）

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透露，我国将在2028年左右
建成月球科研站基本型。这
一消息让不少网友激动不已。

近日，记者从重庆大学
获悉，《空间科学与技术（英
文）》期刊刊发了重庆大学
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教育
部深空探测联合研究中心
常务副主任谢更新团队与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
员果琳丽的联合研究文章，
该文章探讨了将月球熔岩
管用于人类居住的可行性，
并提出利用地球溶洞模拟

地外熔岩管的方案设想，这
一方案可行性得到国际认
可，并将选择重庆的喀斯特
溶洞作为模拟场地，开展相
关研究和试验。

谢更新表示，月球熔岩
管是近年来发现的一类特殊
月球地质结构，是火山活动在
月球形成的空心管状洞穴。
由于月球熔岩管有坚硬的玄
武岩顶，其内部环境因素，如
温度、辐射剂量和陨石撞击概
率等都相对稳定。因此，理论
上月球熔岩管可以为人类在
月球的长期居住提供理想的
栖息地。（据《科技日报》）

在月球熔岩管内建造基地
我国专家最新研究方案得到国际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