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报讯（记者 朱佳慧）8 月 23
日，记者从稻城亚丁管理局获悉，
景区日前发布公告称，保障亚丁景
区游客生命安全，稻城亚丁景区实
行有偿搜救制度。制度适用于亚丁

景区范围内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等
户外活动及未按规定线路、区域
旅游而发生事故的人员。该制度
还对搜救路线及搜救费用作出了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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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起 川内六大景区集体降价
自10月1日起，对年满65周岁老年人免收门票；对不满65周岁老年人，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收门票

■天府早报记者 冷宏伟

8月 23日，记者从四
川省发改委官网获悉，为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政府工作报告》关于
“推动全域旅游，降低重点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的决
策部署，根据国家发展改
革委相关工作要求和新修
订的《四川省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经研究，决定
降低九寨沟等景区门票价
格，新的门票价格自9月
20日起执行，实行最高限
价管理。

新的门票价格自9月20日起执
行，实行最高限价管理。今后门票
价格将在定期成本监审的基础上，
实行动态调整。

具体降价景区为：九寨沟风景
名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220元/人降
为190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80
元/人；黄龙风景名胜区旺季门票价
格由200元/人降为170元/人，淡季门
票价格维持60元/人；峨眉山风景名
胜区旺季门票价格由185元/人降为
160元/人，淡季门票价格维持110元/

人；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
由90元/人降为80元/人；青城山景
区门票价格由 90 元/人降为 80 元/
人；都江堰景区门票价格由90元/人
降为80元/人。价格调整集中在旺
季门票，降幅最大的为黄龙风景名
胜区，降价幅度达到15%。

同时，通知指出，鉴于九寨沟处
于灾后重建时期，景区尚未完全对外
开放，恢复重建期间由景区管理局根
据实际开放程度按不超过上述门票
价格的原则自行确定实际执行价。

通知要求，在执行上述门票价
格和最高限价的同时，景区可根据实
际情况，在保留单项景区门票的基础
上，按照低于单项门票价格之和的原
则，探索试行相邻景点联票、通票等
新型门票制度，自行制定门票促销优
惠价格政策，供游客自愿选择。景区
门票优惠政策应提前3个月向社会
公布并报省发改委备案。

通知还指出，各景区必须严格执
行国家和省有关景区门票价格对青
少年、学生、老年人、残疾人、军人等
特殊群体的减免优惠政策。同时根
据新修订的《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自10月 1日起，对年满65
周岁老年人免收门票；对不满65周
岁老年人，在非国家法定节假日免
收门票，在国家法定节假日实行门

票半价优惠或者免收门票。老年人
凭身份证或者老年人优待证等有效
证件享受相应优惠。对不满65周岁
老年人在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具体优
惠政策，各景区于9月20日前向社
会公布。

此外，通知要求各景区认真落
实明码标价等有关政策规定。各景
区应在官方网站、收费场所等醒目位
置公示门票价格及单独收费的服务
项目、收费标准等，保障游客知情权，
自觉接受社会和舆论监督。

除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外，不得将
门票、游览服务、保险等捆绑销售，不
得价外加价或强制代收其他任何费
用。不得强制购买通票、联票，保障
游客选择权，维护旅游市场正常价格
秩序，促进旅游业健康发展。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

旺季门票价格
由220元/人降为190元/人
淡季门票价格维持80元/人

黄龙风景名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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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200元/人降为17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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峨眉山风景名胜区

旺季门票价格
由185元/人降为160元/人
淡季门票价格维持110元/人

乐山大佛风景名胜区

门票价格
由90元/人降为80元/人

青城山景区

门票价格
由90元/人降为80元/人

都江堰景区

门票价格
由90元/人降为80元/人

今年 6 月 29 日，国家
发改委官网对外发布《指
导意见》，从七个方面提出
了完善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形成机制的具体措施。

记者根据公开资料
梳理，除了四川，目前至
少已有 12 省份对国有景
区降价提出具体方案或
要求，并明确时间表。部
分省份早已先行，还推出
其他优惠政策。已出台

国有景区降价的方案的
省份分别为：湖南、湖北、
山西、山东等地。除上述
省份外，部分省份早已先
行 ，还 推 出 其 他 优 惠 政
策。例如，今年上半年，
江苏省共有 6 个景区票价
调整。而在 4 月份，山东
省就陆续降低景区票价，
5A 级景区曲阜“三孔”景
区率先降价，门票平均降
幅达27.2%。

降幅最大的为黄龙 降价幅度达到15%

年满65岁老年人 10月1日起免收门票

“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降低是大势所趋，未来还
有可能进一步降价。”在青
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
理局局长竹柯看来，考虑
到景区的资源、游客的安
全等因素，门票收入有天
花板，不能作为景区的唯
一收入。他认为，景区旅
游产业应该多元化发展，
并应积极促进智慧旅游、
智慧景区的发展。

都江堰有着丰富的旅
游资源，前段时间都江堰
水利工程列入世界灌溉工
程遗产名录，都江堰由“双
遗”变“三遗”。竹柯介绍，
现如今每个月到都江堰、
青城山、青城后山的游客
就达65万左右，“如此庞大
的游客数量，更需要我们
给游客提供优质、多元化
的旅游体验。”

他 透 露 ，当 前 都 江
堰、青城山景区正在推的

“金牌讲解员”反响很好，
今年国庆前“一部手机游
都江堰”也将上线。“这些
都是景区在智慧旅游方

面的尝试。”
当前，四川正在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竹柯建议
要让“大景区”带动“小景
区”。“很多来都江堰旅游
的年轻游客常向工作人
员咨询，问附近有哪些乡
村特色游、乡村民宿。”竹
柯说，在全域旅游的发展
中，“大景区”要与“小景
区”融合，全方位展示地
方的风土人情，从而留住
游客。

“同时，还要在挖掘景
区内历史、人文等资源方
面下功夫。”竹柯说，了解
当地的历史 人 文 故 事 ，
游客会有更多元化的体
验，也会加深对当地的旅
游印象。

随着川内六大景区集
体降价，竹柯认为这些景
区的游客将有明显的增
加，“游客数量增加后，景
区如何提供优质的服务，
如何提高游客的旅游体
验，这是下一步需要重点
思考的地方。”

（据封面新闻）

新的
门票
价格

声音

十一黄金周前国内多地现“降价令”

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局长：

降价是大势所趋
未来还有可能进一步降价

1.5万元起 稻城亚丁景区实行有偿搜救

8月23日下午，记者从甘孜
州旅发委获悉，每年非法登山、
违规穿越稻城亚丁景区，被困搜
救人数在200人左右。此前对于
该类人员，多是采用批评教育方
式，导致违规现象屡禁不止。出
台该制度，也是为游客生命安全
考虑。

甘孜州旅发委行业管理
科科长黄兴告诉记者，因为非
法穿越、非法登山人员未报
备，在发生险情后，被困人员

行走路线、位置、情况掌握很
困难。这种情况下，每次救援
需要公安、消防、旅游局、当地
村民等最少 60 人次开展搜救
工作，还需要汽车、救援设备
等配合，救援高度甚至达到海
拔5000米。

据了解，此前稻城亚丁景区
每年非法登山、违规穿越被困需
救助人员在200人左右。甘孜州
旅发委和景区多次发布公告禁
止非法登山、非法穿越的行为，

也通报过多起违规被困行为，但
非法登山、违规穿越的行为仍然
屡禁不止。

黄兴说，对被救下山的非法
登山、违规穿越人员，以往多采
取批评教育方式。针对屡禁不
止的违规行为，此次建立有偿搜
救制度，意在给游客提醒，为游
客生命安全考虑。随后有关部
门根据该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况，
可能做一定调整和补充。

（封面新闻）

链接>>> 违规穿越屡禁不止 每年近200人被困

●

●

●

●

●

●

1.亚丁村至夏洛多吉区域，搜救费用2万元起。
2.亚丁村至央迈勇区域（蓝月山谷），搜救费用2万元起。
3.亚丁村至仙乃日区域，搜救费用2万元起。
4.亚丁村至卡斯地狱谷区域，搜救费用2万元起。
5.亚丁村、叶儿红村至康古贡嘎银河区域，搜救费用1.5万元起。

其中，搜救费用仅包括搜救人员的劳务费用和搜救装备、工具的
使用费用，不包括由此产生的交通费、救火费和医疗费用等其他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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