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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

跨省游恢复

A08

扫码进入ZAKER潇湘
看跨省出游指南的相关报道

又能呼唤外省小伙伴组团来玩了
跨省游如何确保安全？省内景区有什么优惠？先看看这份出行指南

湘西州凤凰县山江镇
苗族村落、民居、祭祀、婚丧、节会、绝技、银
饰、
服饰、
刺绣、
鼓舞、
医药、
饮食等多姿多彩。

终于等到你，
还好我没放弃。眼看
着暑假来了，
国庆假期也越来越近，
宅家
的小伙伴可以组团跨省出游了。
14日晚，
跨省团队游有条件恢复消
息一出，
广大网友纷纷表示
“雨过天晴”
，
也有网友表示
“想再等等”
。
需提前做些什么准备？是选择跟团
还是自驾？旅行中都有哪些防疫安全保
障？湖南做了哪些准备？
带着这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旅行社、
旅游平台等相关负责人。

怀化市溆浦县北斗溪镇

常德市石门县壶瓶山镇

有保存完好的古村落，
光明村、茅坡村是全国传统村落。

本报长沙讯 7 月 14 日 ，文 旅 部 办 公 厅
印发《关于推进旅游企业扩大复工复业有关
事项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
），指出恢复
跨省（区、市）团队旅游。各省(区、市)文化和
旅游行政部门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
下，经当地省(区、市)党委、政府同意后，可恢
复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跨省(区、市)
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中、高风险
地 区 不 得 开 展 团 队 旅 游 及“ 机 票 + 酒 店 ”业
务。出入境旅游业务暂不恢复。
同时，
《通知》强调调整旅游景区限量措
施。旅游景区要继续贯彻落实“限量、预约、错
峰”要求，接待游客量由不得超过最大承载量
的 30%调至 50%。在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的
前提下，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旅游景区
室内场所。
《通知》一出，引发广大网友的关注：
“欠自
己的旅行终于能还了。”
“ 多了一份快乐的期
待。”
“ 赶紧逛吃逛喝吃起来吧！”
“ 满血复活
了。”
……
湖南将如何迎接“跨省游”的放开？省委
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禹
新荣表示，疫情防控方面也不能松懈，首先
掌握来旅游人员的信息，对来省人员要了解
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并要求提供健康码。景
区的接待人数进行弹性调整，及时调度，不
造成人员聚集。他表示，
“ 还有一些大景区，
例如张家界今年的游客就比较少。但现在随
着政策开放，国内的游客一来，张家界要全
力做好防疫准备工作”。
15 日上午 9 时，张家界文旅广体局局长邓
剑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跨省游开
放以后，
我们还有一些优惠政策。”
跨省游的放开，不仅对景点来说是个好消
息，对旅行社也是。华天中青国旅负责人张科
明表示，放开跨省游是一个好消息，但不少游
客心理上还需要时间接受，暂时还没有出现暴
增。今年因为暑假时间较短，亲子游等项目的
人数也没有往年那么多。不过，旅行社对跨省
游项目出了很多优惠政策。
张科明表示，
“ 西北游、云南游等线路，我
们都推出了优惠产品，相比往年至少下降了
30%至 40%的价格。我们也会推出一些定制
小团的产品，来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疫情
防控方面，他表示旅行社会需要出示健康码，
早晚进行体温测量，赠送酒精消毒。另外，他
表示，跨省游只要不去到中、高风险地区，是
不需要隔离 14 天的。
记者朱清

打造以土家文化为主题的演艺活动，相关餐宿服务、
休闲娱乐项目蓬勃发展。

长沙市长沙县开慧镇
推进红色研学游，加快休闲观光、赏花采果、
农耕民俗、户外体验等乡村旅游。

湘西州龙山县苗儿滩镇
有土家语山歌、土家族摆手舞、土家织锦、打
溜子、
咚咚喹等非遗项目。

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
穿瑶服、讲瑶话、唱瑶歌、跳瑶舞、知瑶礼，氛
围浓厚。

株洲市炎陵县鹿原镇
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谒祖、
祈福的圣地。

邵阳市新宁县崀
崀山镇
有常态化展演，当地习俗瑶家婚宴体验节目
也不定时开放。

特色文旅小镇等你打卡
2020年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授牌
本报长沙讯 7 月 15 日，2020 年湖南
省十大特色文旅小镇授牌仪式在长沙举
行。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民族宗教事务委
员会共同为 2020 年湖南省十大特色文旅小
镇授牌。
按照省政府的统一部署，经市州文旅
和民宗部门推荐、现场考察、专家审议、党
组研究，并报省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十大特
色文旅小镇分别是：龙山县苗儿滩镇、凤凰
县山江镇、永州市江华瑶族自治县水口镇、
溆浦县北斗溪镇、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新
宁县崀山镇、炎陵县鹿原镇、资兴市黄草
镇、长沙县开慧镇、石门县壶瓶山镇。加上

郴州资兴市黄草镇

数据

开展少数民族展演、香火龙表演、旅游产品推介、瑶歌祝酒、
精品线路采风等多项主题活动。

国内跟团游、
自由行
瞬时搜索量激增500%

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关白族乡

去年已有 10 家省级特色文旅小镇，分别是
浏阳市文家市镇、永顺县芙蓉镇、洪江区古
商城小镇、望城区铜官小镇、通道侗族自治
县坪坦乡、岳阳县张谷英镇、龙山县里耶
镇、桃花源旅游管理区桃花源镇、长沙县果
园镇、新化县水车镇。目前，我省有 20 家特
色文旅小镇。
今年推出的 2020 年第二批省级特色文
旅小镇，突出了民族风情，拥有较强旅游吸
引力和辐射带动效应，对乡村振兴、精准脱
贫、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文旅融合具有极大
促进作用，对加快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记者朱清

7 月 14 日晚，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相关通
知：
恢复跨省（区、
市）团队旅游。携程平台数据
显示，
在该消息发布后，
携程平台上度假、
酒店、
民航等各个板块搜索量迅速攀升，
国内跟团游、
自由行瞬时搜索量相比开放前暴涨 500%，国
内游客的暑假旅游意愿迅速被激发。
携程在跨省游消息确认后，
线下门店也开
始满血复活，
携程旗下 7000 多家门店复工率
咨询量爆棚。
目前正逢暑假，
携程大数据显示，
今年暑
期 7 月和 8 月将相对性地迎来出行高峰。在
携程旅游近日组织的一份微博、微信调查发
现，
携程用户中 88%今年有跨省旅游的意愿，
比例创新高。
记者朱清 李姝

有瑰丽多彩的桑植民歌、独具特色的白族杖鼓舞。

一瓶陈年老酒价值可不一般，全城寻找老茅台酒，快找找你家有没有?老酒挥发难保存，
及时变现不吃亏

重金收购老茅台酒、老十七大名酒、各种陈年老酒
征集范围:茅台酒、
五粮液、老十七大名酒、老四特酒、剑南春、泸州老窖、汾酒、古井贡酒、董酒、虎骨酒、洋酒 XO 等各种年份老酒、安宫牛黄丸、片仔癀阿胶、虫草、钱币等
7 月 17 日至 22 日在天心区韶山南路 258 号
潇湘晨报大厦开展 1953 年至 2020 年的老酒免费
鉴定评估活动。本次活动对市民有意向变现的
老酒进行现金收购。
此次活动由专家免费为市民评估不同年代
高度全品相
的老酒。市民对酒的保存意识不强，经过多年的
年份
价格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价格
年份
1997 年茅台酒 6000 元/瓶 1982 年茅台酒 2.1 万元/瓶 1967 年茅台酒 20-25 万元/瓶
2700 元/瓶
2012 年茅台酒
自然挥发，导致手中的藏酒失去了收藏的价值。
1996 年茅台酒 7000 元/瓶（铁） 1981 年茅台酒 2.3 万元/瓶 1966 年茅台酒 25-30 万元/瓶
2800 元/瓶
2011 年茅台酒
本次收购活动将是收藏爱好者评估酒品价值的
2900 元/瓶
1995 年茅台酒 1 万元/瓶 1980 年茅台酒 2.5 万元/瓶 1965 年茅台酒 30-40 万元/瓶
2010 年茅台酒
1964 年茅台酒 40-50 万元/瓶
3 万元/瓶
3100 元/瓶
1994 年茅台酒 1.05 万元/瓶 1979 年茅台酒
2009 年茅台酒
一次难得机会，普及老酒收藏的专业知识，如果
3300 元/瓶
1993 年茅台酒 1.1 万元/瓶 1978 年茅台酒 3.1 万元/瓶 1963 年茅台酒 50-60 万元/瓶
2008 年茅台酒
保存不当，会出现漏酒、破损现象，品相得到破
3400 元/瓶
1992 年茅台酒 1.15 万元/瓶 1977 年茅台酒 3.5 万元/瓶 1962 年茅台酒 60-70 万元/瓶
2007 年茅台酒
不跑酒
3500 元/瓶
1991 年茅台酒 1.2 万元/瓶 1976 年茅台酒 3.9 万元/瓶 1961 年茅台酒 70-80 万元/瓶
2006 年茅台酒
坏、价值随之丧失现象，特此来湖南免费为市民
3600
元/瓶
1990 年茅台酒 1.3 万元/瓶 1975 年茅台酒 4.2 万元/瓶 1960 年茅台酒 80-90 万元/瓶
2005 年茅台酒
免费鉴定、评估予以收购，同时将本着公开公正，
4100 元/瓶
1989 年茅台酒 1.4 万元/瓶 1974 年茅台酒 4.5 万元/瓶 1959 年茅台酒 90-100 万元/瓶
2004 年茅台酒
5 万元/瓶
1958 年茅台酒 100-120 万元/瓶
4300 元/瓶
1988 年茅台酒 1.5 万元/瓶 1973 年茅台酒
价格合理方式，将尊重个人意愿经双方同意后现
2003 年茅台酒
价格表
4500 元/瓶
1987 年茅台酒 1.55 万元/瓶 1972 年茅台酒 5.5 万元/瓶 1957 年茅台酒 120-150 万元/瓶
2002 年茅台酒
金交易。
1.6
万元/瓶
5-9
万元/瓶
4700
元/瓶
5000
1956 年茅台酒 150-180 万元/瓶
1986 年茅台酒
2001 年茅台酒
1971 年茅台酒
元/瓶
由于保管环境、条件不好，更容易跑酒，家有
1985 年茅台酒 1.7 万元/瓶 1970 年茅台酒 6-10 万元/瓶 1955 年茅台酒 180-210 万元/瓶
2000 年茅台酒
5200 元/瓶
1984 年茅台酒 1.8 万元/瓶 1969 年茅台酒 8-15 万元/瓶 1954 年茅台酒 210-240 万元/瓶
1999 年茅台酒
老酒的市民请把握住这次难得的变现机会，活动
5500 元/瓶
300 万元/瓶
1983 年茅台酒 1.9 万元/瓶 1968 年茅台酒 10-17 万元/瓶 1953 年茅台酒
1998 年茅台酒
注：
活动期间所有刊登的价格真实有效，
（只要品相完整，
不跑酒商标完好、
封口完好、无裂纹、配套齐全、不少酒、酒线达标、肩部以上、酒花好、高度酒花须达 10 秒以上，都会按价格表去收购。
）其他价格看酒再议。
现场专家会将老酒收藏及保管知识告诉大家。
有专家免费评估，年代更久的整箱茅台酒价格高 约上门免费评估和收购。本次活动在现场公平、
南晚养生馆为了增加老酒品类，为酒友提供
出单瓶价格的一倍多。如果老酒数量较多，可预 公正、公开地开展。
老酒交流、鉴定、收藏、收购、投资的酒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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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象山北路 376 号
的老酒收藏馆即将盛装开业，将成为市民参观、
了解中国千年酒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为了庆祝老酒收藏馆的开业，增加老酒的
品类，该收藏馆从 7 月 17 日至 22 日向湖南广大市
民征集收购（1953 年-2020 年）茅台酒、五粮液及
20 世纪 50 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的十七大名优
老酒。老酒有“液体黄金”的美称，品相不同、年
份不同代表的价值也不同。只要是符合条件的
老茅台以及中国十七大名优老酒均可现金收购，
活动同期免费为市民评估各种陈年老酒。
南晚养生馆汇聚了一批老酒方面的专家，凭
借多年的藏酒经验，眼观鼻闻，能精心细致地评
估出每瓶老酒的最高价值。所谓藏品，就是酒体
要满，外商标要好。如果没有专业的储存条件或
当初生产工艺欠缺，会导致酒标褪色、酒体挥发，
从而大大降低老酒的品质，甚至变成废品。不如
借此机会交给专业藏家打理，更好地传承中国老
酒文化。另外，南晚养生馆长期收购各种老酒，

藏酒多的市民，可享受免费上门服务。
此次收购，机会难得，望湖南广大市民把握
良机。
“老酒挥发难保存，及时变现不吃亏。”望家
有 1953 年-2020 年高度茅台酒、五粮液、洋酒
XO、2000 年以前的高度郎酒、四特、董酒、虎骨
酒、剑南春、泸州老窖、古井贡酒、汾酒、竹叶青、
全兴大曲等十七大名酒的市民速到现场，参与免
费评估。明码标价回收，绝不无故压价，市民认
可后，当场付款并报销市内路费。重要的事只说
一遍，只要你有好酒，价格不是问题！路远或不
方便来的，可提供免费上门服务。

重点收购整箱茅台，整箱价格更高
各地市量大均可免费上门保密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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