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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大观

特别关注 初冬老人出游需注意
时下正是银发旅游的出行旺季，对于老年

人来说，外出旅游感受大好河山的同时，更要注
意身体健康。尤其是这种季节交替、温差较大
的初冬季节，出门旅游就更要注意了。

1、出门之前最后做一个身体检查，根据自
己的身体状况选择出行的远近和适合自己的旅
游景点。

2、随身携带平时必须服用的药物，还有治
疗感冒、腹泻、晕车以及治疗头痛的药物最好也
要预备一点，还有就是要精减随身的负荷，一些不
是特别需要的物品尽量少带一些。

3、初冬季节早晚温差会比较大，老人身体
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也会下降，要随气候变化
增减衣服，以防受凉生病。

4、旅途中的用餐也尽量以清淡为主，多吃
蔬菜水果，不食用不卫生、不合格的食品饮料，
以免病从口入。还要注意尽量在住地用餐。

5、长途旅行时一定要选取火车卧铺或者
飞机等快捷舒适的交通工具，而且行程安排不
要太紧，控制合理的运动量。

6、住宿条件不求奢华但一定要舒适、安
静，以保证有个良好的休息环境。睡前最好用
热水泡泡脚，睡时将脚和小腿稍稍垫高，以防下
肢水肿。

7、出游购物一定要谨慎，不要盲目轻信别
人，切忌冲动从众，还要提防那些江湖术士的所
谓驱邪避灾、包治百病的骗术，管好自己的钱
袋，以免上当受骗。 （本报综合）

金沙泡椒
记者 赵晓丽

出行贴士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在京发布《中国
旅游景区发展报告（2016）》显示，当前主题
乐园已超过山水景区，成为中国游客最普
遍接受的游玩景区类型。由观光景区主导
的产业格局已明显改变。

2015年底，全国A级景区超过7000
家，其中5A、4A景区共1500多家。以故
宫、黄山为代表的经典景区依然有强大的
旅游吸引力，但更多新类别景区的出现，代
表了产业新的发展趋势。华侨城、海昌、长
隆等中国特色的主题公园越来越受到年轻
游客的欢迎，2015全球十大主题公园排名
中，中国已占4席。乌镇、丽江等休闲度假
景区也为游客所向往，北京798、成都东区
音乐公园、大连15库等开放式文化创意地

备受游客青睐，旅游综合体也日益成为游
客旅行的热点。

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景区企业的经
营景气指数高达149.53，远高于饭店、旅行
社等产业，其接待人数、预订、工资水平等
指标景气值较高。景区对未来的信心值为
151.18，处于旅游各业态最高水平，企业看
好发展前景。

在中国旅游消费高速增长的推动
下，全国景区游览花费也持续、快速增
长。2015年国内游客花费结构中，景区
游览花费增长规模约为 2400 亿元，比
2011年翻番。旅游研究院调查显示，游
客对景区消费环境满意度持续提高的同
时，也提出了休闲、度假和专项旅游等越

来越多的新需求，休闲度假和观光旅游
并重的局面初步显现。景区消费总体增
长的同时，消费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自
驾为主的自由行占景区接待游客总人数
的 75%。游客对景区需求发生变化，休
闲、度假和专项旅游等新需求越来越多，
度假、休闲和娱乐由 2004年的 19.7%变
为当前的24.4%。

报告对 2015 年景区投资进行了分
析。随着旅游产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资
本特别是社会投资的作用将越来越显著
并最终处于主导地位：民营资本成为景区
投资主力，行业兼并重组热情高涨，产业
投资呈现规模化发展趋势，新兴业态大量
涌现。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近年
来中国景区产业主体的增加、消费结构的
变化以及社会资本的参与，均显示景区产
业的开放式发展方向。在A级景区的体系
之外，主题乐园、度假区和各种非传统的、
创意的景区景点已经取得同等的产业影响
力。投资主体多元化特别是以迪士尼为代
表的主题公园创新给国内景区企业带来前
所未有的挑战。

目前，中国景区面临广大散客在目
的地消费多元化和体验生活化等方面的
新需求。文化创意和科技应用与旅游
业，与景区景点的融合创新还处于市场
导入期，还有一个艰辛摸索和经验积淀
的过程。

主题公园人气旺 自由行是主力军

中国旅游景区格局生变

旅游局整治“不合理低价游” 668家企业首批签承诺书

旅游消费：少了狂热，多了理性
自2009年“双十一”消费狂欢节诞生至今，11月11日已成为电商行业和网购者们的年度

盛宴，“双十一”也变成了打折促销低价便宜的代名词。旅游业也不例外，活动当天，价格优势
成为旅游产品最抢眼的标签。但是，一味追求低价能否保证产品品质？“双十一”只是旅游业营
销常态的一个集中表现，“不合理低价游”已积弊多年。国家旅游局近日重拳出击“不合理低价
游”，有9家旅游企业被批评，668家旅游企业签订《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在此环境下，今
年“双十一”旅游消费已经少了狂热，多了理性。

核 心

阅 读

去年“双十一”期间，各大旅游电商都竞
相推出各种“促销”“特惠”产品。某在线旅
游网站主打“尾货任性游”“要玩要低价”主
题，推出限时秒杀；还有旅游网站上演 1
元、9.9元、11元景区门票秒杀活动。众多
打破底价的促销行为，留下重重隐患。有
的供应商让利平台补贴，以次充好，导致游
客与旅行社的纠纷；有的电商先预售产品，
再用人头数与供应商谈折扣获取低价，存
在不成团风险……

对比发现，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各大
旅游网站的低价促销，趋于冷静和理性。在

营销口号上，“直降”、“跌破”等字眼已难觅
踪影，打折让利的方式变成了“代金券”和红
包。还有的旅游网站甚至没有了“双十一”
的字样。

在中青旅首席品牌官徐晓磊看来，旅
企利用“双十一”进行恶性竞价的原因在
于“一些中小旅游企业，他们还处在成长
期，期望用一些非常规手段来扩大规模。”
他认为行业主管部门与市场主体企业之
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行业主管部门要发
挥严格管理的职责。市场对谁都是开放
的，但是应当“宽进严出”。

旅游出行，玩一样的景点，花更少的钱
是每个游客的梦想。但是，过度追求低价，
以至“不合理低价”，最后不一定划算。

北京游客陈女士曾参加过一次低价港
澳游，6天行程共800元。“之前我的朋友还
去过600元的低价团，甚至有的低价团才收

费两三百元。”陈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
陈女士参加的这次低价港澳游一共参

观了6个景点，剩下的时间都用于购物。“总
体来说，还是购物的时间长，玩的时间少。
而且，旅游团大多都是上午拉着我们去购
物，因为上午我们精力旺盛，下午尤其是玩

完以后再去，就没有心思去挑选那些商品
了。”陈女士还透露，低价旅游团还存在购物
太少，被导游甩脸子的现象：“我们团刚开始
买得不够多，导游很不高兴，会给我们甩脸
色，说话也很不好听，直到我们又重新返回
店内，买了一些金银首饰和名贵手表，达到

了他对我们的‘消费期望值’，才转变脸色。”
陈女士身边的朋友，在低价游中吃亏的并不
少。有的朋友参加了200元团费的旅行团，
却被怂恿购买了两三万元的当地特产。实
际算下来，不合理低价游的团费并不“便
宜”。

面对“不合理低价游”的顽疾，近日，国
家旅游局下发了关于组织开展整治“不合理
低价游”专项行动的通知。通知决定，在全
国组织开展为期半年的整治“不合理低价
游”专项行动，遏制“不合理低价游”势头，引
导旅游企业诚信经营。9家旅游企业被点名
批评后整改。此次行动力度之大、范围之
广，凸显了国家规范旅游市场的决心。这一
决定也得到了行业协会和广大旅游企业的积
极响应。国家旅游局统计显示，截至11月2

日，全国共有23个省区市的668家旅游企业
与各地旅游协会自愿签订了《旅行社诚信经
营承诺书》，承诺诚信经营，自觉接受监督。

同程旅游是此次被国家旅游局点名批
评的9家旅游企业之一，被批评后立即加入
整改序列，并自愿签订了《旅行社诚信经营
承诺书》。同程旅游方面表示，企业积极配
合国家旅游局的专项行动，已经下架了100
多条涉嫌低价线路，同时，多途径继续清理
不合理产品。对于导游强制购物的行为，企

业也将优化导游的薪酬设计，对屡教不改的
导游立即辞退。中青旅也是首批自愿签订
《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的企业之一。签
订承诺书后，该企业也开展了一系列自查，
下架了五六十条涉嫌“不合理低价游”的线
路。

打击“不合理低价游”不仅需要相关部
门监督以及旅游企业自觉，还需要调动各
种社会力量齐抓共管。国家旅游局在此次
整治“不合理低价游”专项行动的通知中也

提出，要按照“属地管理、部门联动、行业自
律、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原则，建立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对旅游市场执法、投诉受理
工作的有效协调机制。同时，欢迎广大游
客监督。

齐抓共管“不合理低价游”

“不合理低价游”并不“低价”

旅游竞争趋于冷静

每年冬天，特别是临近年根儿，不知道是
天冷了就爱忆苦思甜，还是寒风呼啸的日子里
街头巷尾的小吃太过暖心，总是叫人回想起小
时候吃过的那些美食，比如奶奶亲手做的金沙
泡椒。

我的老家在崇阳县路口镇金沙坪村。那
里高山条件独特的气候下生长出来的金沙辣
椒个大肉厚，且种植中未喷洒任何杀虫剂，可
以说是真正的绿色食品。

每年辣椒成熟的季节，奶奶都会做一些泡
椒。用质朴而透明的玻璃瓶装上红红的、切成
片的辣椒，我跟弟弟看着就垂涎欲滴。

奶奶通常是一大早就起来忙活，选用肉质
鲜嫩的红辣椒，切好后，洗净晾干水分。烧一
壶热热的开水，放凉，将少许八角、桂皮、盐、冰
糖、大曲等调制好，与辣椒一起放进透明的泡
菜坛子密封，这才能完整地保存住泡辣椒的风
味。

过了两三个月，奶奶拗不过我跟弟弟的馋
意，小心地打开盖子，挑一点出来，放在桌子
上，配上其他的菜，别有一番风味。

泡椒是看上去不辣、刚开始吃也不辣、越
嚼越辣、送到舌尖后更辣、下咽时厚积薄发辣
劲十足的一碟家常菜。入口的脆劲让人喟叹，
也让人来不及多想，只能任由麻辣鲜香等滋味
在嘴里忙前忙后。酸得这样爽快、辣得这样彻
底、香得这样诱惑。

后来，奶奶年纪大了，她很少做泡椒了。
但曾经那一排排没有华丽的包装的坛子，却始
终在我记忆里浮现。这份记忆由里到外地透着
亲切，带着浓浓的回忆贴上了岁月的标签。

我想，这些美味在时光的荏苒中，不仅沉
淀了它们独特的味道，更多带给我直抵内心的
感动、温暖和关怀，美味早已不是味道本身，而是
对过去无忧时光的无限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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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吴芳报道：
今年来，通城县地税局为实现个
税全员全额申报全覆盖，加强督
导申报力度，申报工作取得显著
成效。自 2016 年 8 月份考核以
来，已连续4个月在全市地税系统
领先。

2016年8月，该局率先完成个
税全员全额申报考核任务；9月、10
月 申 报 率 分 别 为 96.27% 和
97.47%；截至本月21日，通城县个
税申报 691 户，占应申报总数的
96.24%，申报人数12951人，为地
方贡献税收70.18万元。

据悉，为抓好此项工作，该局
稳扎稳打，除做好网络、移动媒体、
显示屏宣传外，更是积极动员稅管
干部下户到企业进行实地辅导、答
疑、解释，在为纳税人排忧解难的
同时，也与纳税人之间建立了良好
互信。

通城县地税局：

个税全员全额工作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