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滬迪園黃牛票炒至千元
今正式對外開售 可同步預訂酒店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李陽波 西
安報道）昨日，官
方發佈消息，陝西
省長婁勤儉出任省
委書記；趙正永因
年齡原因不再擔任
陝西省委書記、常
委、委員職務。
今年60歲的婁勤

儉是貴州桐梓人，工學博士，教授級高級工程
師，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曾先後擔任信息產業
部電子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信息產業部副部長、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2010年8月任陝西省委
常委、副省長，2012年12月任省委副書記、代省
長，2013年1月任省長。

婁勤儉任陝西省委書記

■婁勤儉 本報陝西傳真

神 州 快 訊神 州 快 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016年中國民
航夏秋航季航班計劃自今日至10月29日執行。
中國民航局披露，根據今年夏秋航季航班計

劃，國內航空公司共安排國內航班每周59,111
班，同比增長7％。其中，客運航班57,588班，
同比增長6.9％；貨運航班1,523班，同比增長
10.5％。國航等24家航空公司在新增的國內151
條獨家航線上每周共安排1,147個航班。
在港澳台航線航班方面，內地48個航點與香港
間每周安排客貨運航班共2,150班。內地22個航
點與澳門間每周安排484個客運航班。大陸55個
航點與台灣桃園等7個航點間每周安排客貨運航
班共1,740班。

民航執行夏秋航班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今日凌晨0時01分，

上海迪士尼樂園正式對外售票。

早在官方售票進行之前，網絡黃

牛已經提前啟動售票大戰，有些

只收取 2元定金（人民幣，下

同），最高至1,000元，超過官

方高峰期票價（499元）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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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與上海迪士尼門票同步發售的是，迪士尼園
內兩座酒店亦同日同時接受網絡預訂，可入
住時間為6月16日起。
從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官方旗艦店此前披露

的信息來看，玩具總動員酒店售價從850元
（人民幣，下同）起，而另一座上海迪士尼
樂園酒店則從1,650元起。
不過，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官方旗艦店在3月

27日又突然將酒店價格從頁面上隱去，記者
追問客服原因，對方只表示價格按規定要28
日方才公佈，且酒店房價亦會根據季節和具
體日期，每日標價都會有所不同，一切以官
方渠道的票務系統標價為準。
旗艦店客服人員還表示，網上預訂每次可

以預訂1間，每人名下最多可以預訂3間。依
據不同房型，每間客房最多可入住3至5人，
實際入住人數不得超過房間客容量。房價按
兩位成人計，若入住兩人以上，超出的人數
將按每人200元加15%服務費額外收費。12
周歲以下兒童與父母同住不需額外收費。網
上預訂一天中每人每次可預訂1間；每人名下
最多可重複操作三次，即一人可以預訂3間。
此外，入住迪士尼酒店還有購買迪士尼門

票的保障，只要任意下榻度假區內兩座酒店
之一，均可以在酒店內購買到專為住客保留
的適用於其入住期間的迪士尼門票，且種類
齊全，不受當日門票供應情況影響。

滬迪士尼門票今日凌晨正式開售，遊客可通過多種
度假區官方及官方授權的渠道購買，包括迪士尼

設立在阿里巴巴旗下的旅遊網站「阿里旅行去啊」平
台上的上海迪士尼度假區官方旗艦店，一些合作旅行
社、酒店等。不過旅行社和酒店不能單售門票，需要
和其他產品捆綁打包。
目前網上可選售票日期為6月16日至9月30日，有
單日票和兩日聯票（總價約95折），盛大開幕期和高
峰期成人票價為499元，平日票為370元。
從官方旗艦店客服介紹得知，網絡購票單筆訂單只
接受5人以內訂單，一旦出票成功可以選擇快遞實體
票或電子票兩種形式。需要注意的是，出票成功後不
可退票。
此外，《獅子王》音樂劇今日開啟售票，這是全球
首部普通話版本首演，同樣每筆訂單可以購買5張演
出票。迪士尼度假區內兩座酒店亦同日接受預定，曾
有信息透露，酒店價格最低為850元。

「想買多少買多少」
不過，記者查詢發現，早在迪士尼官方進行售票之
前，網上便早有黃牛在炒作迪士尼門票，價格也千差
萬別，從收取2元定金至上千元皆有。只收取定金的
不確保出票成功，且出票成功也要視緊張程度加收費
用。
有黃牛告訴記者，盛大開幕期票源會比較緊張，不
是預訂了就可以出票成功。他的收費規則是：沒有出
票則退還定金；而在出票寬鬆的情況下，只收取正常
票價，同時亦返現2元定金；但如果購票人數過多，
將視實際情況加價，但保證一張票「最多只加200

元」。同時他還強調，相對應官方單筆訂單只能購買
5張票的限制，他那裡的迪士尼門票則是不限購的，
想買多少就買多少。

高價票藏特殊待遇
還有黃牛暗示，票價高當然含有一些特殊待遇在

內，包括一些「綠色直通門票」，意思是不用排隊可
快速入園，還有些則表示所售門票包含增值服務，可
在園內用餐等。這些黃牛還稱，早在上海世博期間，
他們就這樣做過，肯定沒有問題，「多出的票價賺的
就是一個服務費」。
不過有旅遊業內人士表示，不可盡信現在拍着胸脯

打包票的黃牛，因為最終票源是由官方控制掌握，再
厲害的黃牛也不能說出「肯定」、「百分百」這樣的
大話，特別是免排隊入園，幾乎是不可能任務。而對
於黃牛購票不限購，該人士則認為他們可能借用多個
他人身份證去購票在進行轉賣，這個或有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報道，民政部社
會事務司副司長倪春霞26日在天津大學一場關於農
村留守兒童、城市流動兒童的研討會上透露，留守兒
童已是內地重要的社會問題，留守兒童的數量此前都
是估算，缺乏權威數字。民政部今年將與教育部、公
安部合作，首次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以
實現精準幫扶。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宋英輝在會上表示，關於內地
留守兒童的規模說法不一，從6,100萬到6,800萬的
都有。6,000多萬留守兒童，加上3,600多萬的流動未
成年人，總數約1億，佔內地3億未成年人的三分之
一，對國家治理、社會管理帶來很大挑戰。

倡出台專項保護法律
當日，與會者在天津大學發佈了一份「全社會都來

關愛農村留守、城市流動兒童倡議書」。他們倡議完
善現行兒童保護法律，盡快建成內地兒童保護的法律

體系，特別倡議出台專門的《兒童保護法》、《社會
救助法》等。
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

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指出，農村留守兒童問題是內地
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階段性問題，是內地城鄉發展不均
衡、公共服務不均等、社會保障不完善等問題的深刻
反映。要求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建立翔實
完備的農村留守兒童信息台賬，一人一檔案，實行動
態管理、精準施策」，為有關部門和社會力量參與農
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提供支持。
適應未成年人保護新形勢的需要，民政部今年2月

首次設立未成年人（留守兒童）保護處。未成年人
（留守兒童）保護處的主要職責中就包括「開發管理
未成年人保護和留守兒童、留守婦女信息系統」。
留守兒童，是指由於父母一方或雙方外出打工而

被留在家鄉或寄宿在親戚家中，長期與父母過着分開
居住、生活的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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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童數量將徹查 助精準幫扶

香港文匯報訊 總規模百億元的廣東省首支媒
體融合投資基金——廣東南方媒體融合發展投資
基金昨日在廣州成立。
據新華社報道，基金由廣東南方報業傳媒集團

有限公司、廣東羊城報業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廣
東南方廣播影視傳媒集團有限公司、廣東省出版
集團有限公司等廣東省直四家傳媒出版企業和海
通創意資本管理有限公司、中賽信合（北京）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等金融機構共同發起設立。
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慎海雄此前表示，

廣東南方媒體融合發展投資基金的成立，是廣東
深入貫徹落實中央關於推動媒體融合發展的部署
要求，提升主流媒體傳播力、公信力、影響力和
輿論引導能力的一項重大舉措。
據海通證券董事長王開國介紹，基金總規模

100億元（人民幣，下同），首期規模為10.6億

元。基金以面向市場、面向廣東、面向新媒體為
投資方向，按照市場化原則和股權投資方式，重
點支持廣東傳媒出版企業轉型升級和媒體融合重
大項目，以金融助力媒體融合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對於近期網上流傳《帶孩子去香港打疫苗
全攻略》等文章，昨日在海南出席「首屆中國
流感高峰論壇」的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
病學專家鍾南山表示，他有所耳聞，並表示
「我建議還是在國內用」。
「香港用的疫苗，看看用的是什麼疫苗，有
些疫苗是不是絕對比內地好呢？不見得。是不
是就絕對適合內地人呢？也不見得。」他說：
「如果能通過正規的渠道，在正規的防疫部門
使用正規產品，我建議還是在國內用。」
鍾南山說，山東疫苗事件對疫苗防疫工作造
成很大影響，「不能因為這事就毀掉整個中國
的疫苗防疫工作」。中央有關部門在狠抓這個
問題，這個環節抓得好的話，疫苗的注射應該
問題不大。
「據我所知，疫苗效力下降會不會產生更多
毒性呢？這個沒有證據」。鍾南山表示，疫苗
產生的毒副作用幾率非常低。但如果碰上一
例，再加上山東疫苗事件的影響，很容易讓人
產生聯想並造成恐慌。應該打的疫苗，特別是
很多孩子應該打的疫苗，人們會因為擔憂產生
很多副作用而不打，這很不恰當。
鍾南山院士還表示，目前普通民眾，包括部
分臨床醫生對流感的認知存在各種誤區。只有
當流感病情發展到重症甚至導致死亡時才會引
起關注。
因此，經歷過SARS、H5N1、H1N1、H7N9
等多種重大流感以來，他一直極力推動流感知
識及診療規範的科普。他說，此前曾肆虐的
SARS、H5N1、H1N1、H7N9，均是典型的流
感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在經
濟增速放緩、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產業結構調
整的大背景下，今年內地各省市的就業形勢將更加
複雜，大學畢業生就業工作面臨的挑戰也更為嚴
峻。記者了解到，2016年廣州高校畢業生約5.1萬
人，加上往屆未就業和外地來穗求職畢業生，預計
將有30萬畢業生在穗就業，就業總量壓力大。
廣州市人社局就業促進處處長王霜表示，從高

校了解到的數據顯示，已有2成多的廣州生源學

生確定了去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許多招聘會現
場，民營企業雖然是吸納就業的重要力量，但是
很多大學生不願意去。
大學生創業氛圍近年在廣州一直發展火熱，廣

州市高校畢業生就業指導中心主任何全穗表示，
隨着鼓勵創業新政出台，除了廣州生源，只要是
廣州就讀的大學生都能申領補貼，讓補貼面向的
群體擴大了5倍。據他介紹，今年一季度，申領
學生人數達到1,000人，比去年人數翻了一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從廣西壯
族自治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了解到，中國自主研
發的手足口病疫苗——腸道病毒71型滅活疫苗近
日在廣西完成接種，標誌着此手足口病疫苗正式
投入使用。
據了解，此次接種的手足口病疫苗是由中國醫學

科學院醫學生物學研究所自主創新研發的疫苗。
據專家介紹，手足口病是由腸道病毒引起的傳

染病，2008年被中國衛生部門納入全國法定傳染
病。該病已連續5年成為中國傳染病發病率最高
的病種。目前針對該病缺乏有效治療藥物對症治
療，最有效的方法是對適齡兒童接種疫苗。

手足口病自研疫苗廣西投用粵成立首支媒體融合投資基金

穗30萬大學生求職 民企遇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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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嘉賓為廣東南方媒體融合發展投資基金
成立揭牌。 新華社

■內地將首次開展留守兒童全面摸底排查工作。圖為安
徽一老人陪留守兒童寫作業。 資料圖片

■■上海迪士尼樂園今日上海迪士尼樂園今日
凌晨凌晨00時時0101分正式對外分正式對外
售票售票。。圖為航拍的樂園圖為航拍的樂園
景觀景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據此前披露據此前披露，，上海迪士尼上海迪士尼
樂園酒店最低樂園酒店最低11,,650650元元。。圖圖
為該酒店大堂為該酒店大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各迪士尼一日成人票價（人民幣）

中國上海迪士尼度假區

中國香港迪士尼樂園

美國加州迪士尼樂園

美國奧蘭多迪士尼世界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

法國巴黎迪士尼樂園

平日票370元、高
峰票499元

約合455元

約合651元

神奇王國約合691
元，未來世界/動
物王國/荷里活影
城約合638元

約合389元

約合538元

記者 孔雯瓊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