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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道）雲南「史上最嚴」旅遊

市場整治新規昨日實施，「不合理低價遊」、「旅遊購物」等備受

詬病的旅遊頑疾大限到來。記者騰沖、昆明兩地直擊，隨着措施落

地，雲南旅遊購物團隊大幅減少、團費普遍性上漲。

雲南22條整治措施明確：取消旅
遊定點購物、嚴禁變相安排和誘

導購物、嚴懲針對旅遊者的欺詐銷
售。記者了解到，自上月27日雲南召
開旅遊市場整治電視電話會議後，各
地或制定了本地區實施細則，或加大
了對違規旅行社、景區的查處力度。
如西雙版納在3月29日前，已對11家
組織經營「不合理低價遊」的旅行
社、旅遊投訴高發的購物企業、非法
經營旅遊業務的門店和攬客、拉客突
出的景區等涉旅企業進行了停業整
頓。

導遊提醒謹慎消費
記者日前在騰沖多個玉石市場看
到，購物店門前冷落車馬稀，用「門
可羅雀」形容並不為過。在團員的要
求下，導遊將團隊帶到了歷史較長的
老城區「騰越玉石城」，但僅有記者
所在團隊的大巴進入，多間購物店未
見有遊客光臨。遊客下車前，導遊就
反覆提醒購買價格較高的珠寶玉石時
須謹慎，多看少買為好。在騰沖較有

名氣，擁有較多珠寶玉石店的玉泉園
團隊遊客雖不少，但多在龍潭等景點
遊覽，進店購物的遊客並不多。而昆
明的「佳盟花市」負責人表示，近期
團隊數量明顯減少，平常日均接待遊
客2,000人左右，目前人流量大約只
有平時的三分之一或一半。
昆明某旅行社推出的大巴遊每人只

需1,480元，並標明全程沒有購物店，
該旅行社職員朱小姐保證這是近幾天
最低價。她坦言，4月以來，旅遊團費
一天天上漲，這個報價較前幾天已上
漲了數百元。朱小姐又指如旅客有購
物意向，可利用晚上自行購物。
大部分專家認為整治措施取消定點

購物帶來的團費回升，在短期內會對
遊客接待量有影響，但長遠影響則不
大。反而隨着市場對正價旅遊產品的
接受度提高，措施將促進雲南旅遊健
康發展。據相關數據顯示，昆明旅行
社上月18日的團隊接待量為793團，
為近期峰值；而本月 5日僅為 336
團，之後逐漸回升， 6日為471團，7
日為579團。

滇購物團驟減 團費普遍漲
最嚴旅遊新規實施 客量料短期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世
界衛生組織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日前
聯合發佈的一份報告指出，中國近年
來採取的控煙措施已收到一些成效，
但仍需進一步加強。據報告估計，
2014年中國由於吸煙而導致的經濟
總損失約為3,500億元人民幣。報告
又指出，吸煙帶來的健康等一系列問

題會影響中國經濟。目前中國消費的捲煙佔
全球44%，每年有100多萬中國人因吸煙相
關疾病而死亡。報告因此呼籲有關方面加強
控煙措施，如在所有室內公共場所實現
100%禁煙，以及增加煙草稅、在煙草包裝
上進行圖形警示等。

指中國增煙稅收效
報告提到中國已經採取一些控煙措施，比

如北京、深圳和上海等大城市已通過並開始
實施全面的控煙條例。2015年中國財政部
和國家稅務總局宣佈增加捲煙消費稅，該舉
措非常有效並使得捲煙零售價有所上漲，當
年捲煙銷售量出現了多年來的首次同比下
降，而相關稅收也較2014年增加，報告認
為這是實現了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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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一 小
區的幾位老人在樹蔭下打牌。當地昨日
「熱力」升級，最高氣溫突破30℃，
成為今年以來氣溫最高的一天。

■文/圖：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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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誘客購物
導遊賺得心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
道）整治將對雲南旅遊市場帶來怎樣的影
響，各方反應不一，又各有期待。騰沖某旅
行社導遊朱小姐，帶團每天可獲取100元
（人民幣，下同）的報酬，遊客是否購物，
並不與其收入掛鈎，初算下來，每月收入僅
2,000元左右；儘管如此，朱小姐仍然喜歡
目前的帶團方式，「雖然賺得不多，但對得
起遊客，也對得起自己。」
與朱小姐相似，麗江某旅行社導遊郭小
姐的收入，來自簽訂旅遊合同時就已註明的
每名遊客10元的導遊服務費。郭小姐認
為，無需誘導遊客購物的收入「賺得心安理
得」。朱、郭兩位導遊均對整治措施中的
「公開導遊服務質量評價」和「建立導遊合
理薪酬制度」等條款充滿期待，「真的那

樣，會有一個好的執業環境，也有利於導遊
憑服務和能力競爭！」

已簽約購物團執行待觀望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旅行社存在觀望情
緒。某旅行社負責人說，目前雖然把購物
店都拿出了行程，但一些帶有購物點的景
點暫時還是放在行程中。因為目前對這樣
的情況還不明確，觀望一段再說。另外有
資深導遊表示，整治措施發佈前已簽訂合
同的團隊，有可能在措施出台後仍執行不
完。如何執行這些團隊，也需觀望。有業
內人士坦言，一些靠低價遊支撐的小旅行
社，可能會採取以前應付整治的辦法，暫
時停止接團以避風頭；難說整治風頭一
過，又死灰復燃。

■世衛報告稱中國增加捲煙消費稅對
控煙非常有效。 資料圖片

■雲南「史上
最嚴」旅遊市
場整治措施昨
日實施後，騰
沖遊客減少。

記者
丁樹勇 攝

遊雲南旅客心聲
劉女士 「低團費肯定要購物。只要產品性價比高，購物彌補團費可以

接受。」

黃女士 「就算不跟團，以後也會自駕到雲南旅遊，還會再買雲南特
產。」

張先生 「自駕盡興，參團省心。」

郭小姐 「有了假期，就想麗江，已第八次來麗江遊玩。」

整理：記者 丁樹勇

■■交警展示遙控馬交警展示遙控馬
路機器人的裝置路機器人的裝置。。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攝攝

■電影《我在
故宮修文物》
首映禮，導演
蕭寒、文物修
復師王津（左
二）等人出席
現場活動。

資料圖片

作為河北博物院文博講壇「 我在故
宮修文物」系列講座的主講人，

王津日前現身石家莊，通過講述故宮古
鐘錶的修復與保護，讓觀眾領略數百年
前中外鐘錶製造的精湛技藝。

拜師成才 從業40載
從1977年「 進宮」至今，王津已在
故宮從業40載。據王津回憶，當時故宮
鐘錶修復室人才緊缺，他就被分來當學
徒，陰錯陽差成了故宮修復古鐘錶第二
代傳人馬玉良的徒弟。如今，王津早已
繼承師傅的技藝，成為了國家級非物質
文化遺產「 古鐘錶修復技藝」的第三
代傳承人。
清代順治、康熙、乾隆3位皇帝酷愛

鐘錶收藏，故宮藏有來自中國、瑞士、
英國等國的鐘錶精品。作為當時皇帝的

高級機械玩具，宮廷鐘錶有着極為精巧
複雜的機械傳動系統和工藝。正因如
此，鐘錶需要持續不斷加以維護，鐘錶
修復技藝也成為唯一在故宮延續下來、
且沒有斷層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王津說，文物鐘錶的修復一直遵循着
「 不改變文物原狀」的原則，故宮鐘
錶修復技藝已延續了300多年，修復技
藝的傳承則是由師傅手把手地口傳身
教，通過修復每一件文物鐘錶所遇到的
不同類型的問題，不斷學習和積累方
法、經驗。

「吸引大家的是文物」
作為收藏中國文物藏品最多的博物

館，故宮博物院擁有藏品最新總數為
1,862,690件。「故宮現藏有鐘錶1,500
餘件，還有大批亟待修復。」王津認

為，從事一行工作，最主要的是「 喜
歡」，「故宮藏有的鐘錶都是精品、孤
品，不管花多大力氣也要把它修好。」
2016年，《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火

爆，讓王津始料未及。據國內年輕人潮
流視頻網站嗶哩嗶哩彈幕網的數據顯
示，截至目前，《我在故宮修文物》已
有超過兩百萬次的播放量，豆瓣評分高
達9.3。面對自己突然走紅，王津保持
着一貫的淡定，「 吸引大家的是文
物，而不是我本人。」
如今，近600歲的故宮文化早已走出

高高的院牆，以時尚融入生活。其各類
「腦洞大開」的文創品，也成功打入年
輕人市場，「故宮文物得到年輕人的喜
愛，說明當下年輕人對中國傳統文化關
注度在提高，中國傳統文化能繼續傳承
下去就靠這些年輕人了。」王津說。

昨日上午，第34屆濰坊國際風箏會在山
東省濰坊濱海新區開幕，來自海內外各地
的逾萬名愛好者同時放飛風箏。五顏六色
的風箏在空中迎風飛舞，放飛場上空一時
間如同風箏的海洋。
記者在現場看到，放飛場上空的風箏以
卡通形象風箏居多。風箏愛好者梁先生表
示，這正說明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和孩子喜
歡風箏、參與製作風箏。梁先生今年帶來
了和孩子一起製作的卡通造型風箏。他告
訴記者，在和孩子一起製作風箏的過程
中，不單教會了孩子學習做風箏，孩子自
己加入現代元素，也逐漸喜歡上這項活
動。
與此同時，國際上最高水平的風箏賽

事，第13屆世界風箏錦標賽開賽，來自國
內外的風箏代表隊，在世界風箏之都濰坊
展開角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濰坊報道

國內首條「會走路的潮汐車
道」近日在深圳啟用。這是一
條由多個「馬路機器人」組成
的「遙控護欄+燈控」潮汐車
道，交警通過手中的遙控器，
可以實現車道護欄的自動變
線，在早晚高峰期可極大的緩
解擁堵。深圳交警表示，高科
技「神器」的應用是對傳統潮
汐車道的一種變革和創新，在
試用期的兩周裡，繁忙時段路
口的通行效率提高逾一成。

一分鐘實現快速變道
據深圳交警交通處道管科科

長王樂介紹，「馬路機器人」
遙控護欄運用智能控制技術，
在結構上將護欄立柱設計成信
息處理單元與機械傳動單元，
通過底部電機帶動四個滑輪，
實現了護欄橫向移動的功能。
同時還具有智能障礙識別技
術，能夠檢測到護欄變道過程
中遇到的障礙物。現場執勤民
警只需通過遙控器就能輕鬆實
現潮汐車道的隔離切換，大大
降低了路面執勤的風險性和工
作負荷，整個變道時間可在一
分鐘內完成。
王樂表示，早高峰期間雙向

車流量最高可相差3倍。「潮
汐現象就是每天早晨進城方向
交通流量大，反向流量小；而
晚上則是出城方向的流量
大。」潮汐車道實質是可變車
道的一種特殊形式。如，早高
峰進城車輛多時，增加進城方
向車道數，減少出城方向車道
數；反之亦然。
據了解，該條可變潮汐車道

在兩周的試運行期間，路口的
通行效率提高了12%，車速提
高了29%，早高峰結束時間提
前了1小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在武漢近日舉辦的2017聯合國醫療衛
生產品採購研討會上，一台由海歸細胞病
理學專家孫小蓉博士團隊研製的人工智能
宮頸癌診斷機器人「Landing」亮相，其
快速精準的癌細胞診斷表現令人驚嘆。
當天現場舉行了一場專家和機器人的

對決驗證。20分鐘之內，五位細胞病理
專家與機器人「Landing」同時現場進行
宮頸細胞樣本片的閱讀診斷。在公證人員
及現場數百名觀眾監督見證下，機器人
「Landing」所提交的診斷結果與五位專
家診斷結果完全一致。
孫小蓉博士介紹說，「Landing」能夠

有今天的表現，要歸功於十餘年積累的數
百萬份的宮頸癌篩查大數據平台。目前，

「Landing」已獲得中國、歐盟、美國（I
類）臨床認證許可，早期產品已應用於國
內數百家醫療機構，今年內有望進入國際
市場。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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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修鐘師走紅
樂見年輕人喜愛傳統文化
2016年，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熱播，片中講述了故宮書畫、青銅

器、宮廷鐘錶、漆器等領域的稀世珍寶的修復過程，引發了年輕一代的追片

熱潮。片中的故宮文物修復師也「 一夜走紅」。55歲的鐘錶修復師王津，因

其儒雅睿智的氣質，被年輕網友稱為「 故宮男神」。 ■中新社

風箏之都滿天卡通造型 機器人實現精準診癌

■孫小蓉博士介紹人工智能宮頸癌診斷機
器人「Landing」的工作原理。 中新社

■■王津為拆解完的零王津為拆解完的零
件拍照件拍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孩子們在放飛孩子們在放飛
場上玩耍場上玩耍。。
記者胡臥龍記者胡臥龍攝攝

中國新聞神州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