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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提供上门服务，报名就送精美礼品
海南双飞6日 3580元 海北桂三飞10日 3680元
重庆+三峡三卧6日 2580元 桂林双飞5日 2280元
贵州双飞5日 2880元 华东五市单飞7日 2880元
北京+天津双飞6日 2280元 新疆双飞8日 3580元
张掖+额济纳旗+嘉峪关双动4日 2680元
昆明+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 2280元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双飞5日 2880元
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双飞6日 3080元
峨眉山+乐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7日 2080元
拉萨+大昭寺+纳木措+林芝双卧9日 3550元
另有全国各条精品线路和私人订制高品质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十一黄金周前，一篇名为《国
庆稻城亚丁房价：最高近3700一
晚》的文章让稻城亚丁国庆长假
的高房价受到关注。黄金周前，
在第三方订房网站上，稻城亚丁
的几家热门酒店单间房售价一度
涨到超过3000元。记者了解到，
十一前，稻城县多部门组成专项
督查组对亚丁村进行突击检查，
对多家酒店下达了整改通知书。
目前，相关酒店房价已相应下调。

稻城亚丁酒店房价超三千稻城亚丁酒店房价超三千

9月19日，一篇名为《国庆
稻城亚丁房价：最高近 3700 一
晚，而 2600 的房间已售罄，恐
怖！》 的文章让稻城亚丁国庆长
假的高房价受到关注。文章称，
国庆黄金周的稻城亚丁酒店房价
动辄上千，一些2000多元的房间
已经售罄，还有高达3675元一晚
的房间在售。

9 月 26 日，记者通过某酒店
预订网站查询发现，距离景区较
近的亚丁村房价多数超过千元，
是平时房价的三四倍，其中几家
热门酒店的房价超过每晚 3000
元，有的套房价格高达4000多元。
而一些标价不过千的酒店，标价
仅为多人间一个床位的价格，例
如，格桑美朵丽森酒店的四人床
位间每个床位价格为432元起。

多数价格超3000元的房间是
面积较大的套房，但也有单房价
格3000元以上的情况。例如，稻
城摩梵主题酒店，9 月 26 日单房
的价格最低2142元起，其中有免
费地暖、可免费吸氧的28平方米
星空观景大床房标价为每晚3146
元，而45平方米的星空观景豪华
套房价格4299元已售罄。当选择
11 月 1 日入住时，该酒店的房价
最低427元起，星空观景大床房标
价为1011元，星空观景豪华套房
标价为1685元。

9 月 26 日，记者以游客身份
致电该酒店询问，工作人员称，网
站标价属实，显示有房就可预订，
只接受在线付款，不接受到店付。

相关部门突击检查下整改通知相关部门突击检查下整改通知

针对社会关注的稻城亚丁酒
店国庆黄金周的高房价问题，9月
26 日，记者曾以游客身份致电稻
城县发改局，工作人员称，目前酒
店是市场自主定价，在中秋、国庆
双节到来之前，发改局就在全县
范围内开展督查，如果酒店的挂
牌价、预订网站标价不符合规定，
会按照违规的程度要求调整或责
令停业整顿。

据稻城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
公号 10 月 1 日消息，9 月 18 日至
21 日，甘孜州发改委会同稻城县
发改局价格监督检查组在稻城开
展市场价格督查，重点对酒店、民
宿、景区服务点等旅游市场明码
标价、哄抬物价、欺客宰客等情况
进行实地调研指导，一经发现问
题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从重处
罚。对酒店未在醒目位置公示服
务收费，未在收费大厅告知具体
退房时间及超过时间如何收费，

未告知消费者加床收费具体事
项，未公示消费者维权电话，明码
标价不规范，销售商品未标示品
名、规格、计价单位、价格举报电
话等存在的问题要求3个工作日
内完成整改，并将整改情况报送
至有关部门。

此外，据 10 月 1 日稻城县方
面发布的消息，9月28日至29日，
由稻城县食药工质局牵头，联合
县发改局、旅游局、卫生局、税务
局、亚丁景区管理局、县消防大队
组成联合专项督查组对稻城县亚
丁村进行突击检查。

督查组先后来到扎西空墅藏
文化主题酒店、摩梵主题酒店、知
白艺术酒店、亚丁云山台酒店、亚
丁洛克文化酒店等酒店，针对存
在的问题，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
求，现场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
立即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彻底整
改，如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
将进行停业整顿。

据了解，国庆黄金周期间，稻
城专项督查组将继续加大综合整
治力度，针对国庆旅游的交通保
畅、购物规范、卫生防疫、治安消
防、经营秩序等进行全方位执法
监督，确保每一位游人“乘兴而
来、满意而归”。

多家酒店下调房价多家酒店下调房价

此前为何会出现超三千的高
房价？摩梵主题酒店工作人员对
记者表示，第三方订房网站显示
的房价包含平台收取的佣金，所
以价格较高。该酒店在给政府相
关部门的情况说明中称，酒店依
据酒店的地理位置、酒店装修、配
套设施、服务等价值及本地服务
行业市场经济自主定价。第三方
订房网站显示星空观景大床房价
格为3146元，包括第三方订房网
站收取的15%佣金。酒店已按照
政府相关管理规定调整房价。目
前，该类型房间的标价为2840元。

此外，有些酒店出现高房价
是因为套房价格较高。据了解，9
月 19 日 网 传 文 章 中 所 称 标 价
3675 元一晚的房间，系扎西空墅
藏文化主题酒店的雪山观景套
房，该套房面积近60平方米，分上
下两层，一层为客厅，可住人，二
层包含一张大床房和一张单人
床，从窗户往外可见两座雪山，套
房最多可住4至5人。目前，该套
房标价已调整为2736元一晚。

某酒店负责人表示，酒店房
源通过第三方订房网站展示，第
三方网站所显示房价包含向酒店
收取的佣金，一般为酒店报价的
10%至 30%。同时，部分酒店将房
源通过代理商分销，代理商自行
加价后再通过第三方订房网站展
示房源。经过层层加价，造成一些
酒店房价高出备案价格的情况。

10月1日，记者查询第三方
订房网站发现，已不存在单间房
售价超三千的情况，此前售价超
出三千的酒店房价均已下调至三
千之内，稻城亚丁附近多家酒店
房价相比9月26日都有一定幅度
下降。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成都 10月 3日
电（记者王迪）据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康定市人民政府
新闻办最新消息，3日16时，
318国道康定折多山拥堵路
段已恢复畅通，车流实现双
向通行。

2日晚上的大雪一度导
致这一进藏重要干道中断，
造成1100辆车辆滞留，排队
长度达到 10 公里。在甘孜
州、康定市两级党委政府组
织下，历经数百名干部、群众
彻夜奋战，3 日下午积雪结
冰路段终于恢复双向通行。

目前，每 300 台车辆为
一组，由一台警车引领开
道。此外，由于今晚折多山
将降雪，要视天气情况进行
交通管制。交警提示，过往
游客须备好防滑链，做好保
暖准备。

新华社合肥10月3日电（记者
陈诺）安徽省合肥市公安局近日梳
理并公布“套路贷”制造民间借贷
假象、银行流水痕迹等五个作案特
征，提醒民众莫要轻信无抵押免息
贷款等广告信息，树立正确理财、
消费意识。

据警方介绍，“套路贷”常见
的五个作案特征包括：一是制造民
间借贷假象。犯罪嫌疑人对外以小
额贷款公司名义招揽生意，但实质
均无金融资质，与被害人签订“阴
阳合同”“虚高借款合同”“房屋租
赁合同”等显然不利于被害人的各
类合同。

二是制造银行流水痕迹。犯罪
嫌疑人将虚高后的借款金额转入借

款人银行账户后，要求借款人在
银行柜面将上述款项提现，形成

“银行流水与借款合同一致”的证
据，而后要求借款人只得保留实际
借款金额，其余虚高款额交还犯罪
嫌疑人。

三是单方面肆意认定违约。在
签订借款合同并制作银行走账流水
后，犯罪嫌疑人通过“变相拒收还
款”“借款人还背负其他高利贷”
等理由宣称借款人违约，并要求全
额偿还虚增债务。

四是恶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借
款人无力偿还情况下，犯罪嫌疑人
介绍其他假冒的“小额贷款公司”
与借款人签订新的更高数额的“虚
高借款合同”予以“平账”，进一

步垒高借款金额。
五是软硬兼施“索债”。犯罪

团伙成员自行实施或雇佣社会闲散
人员滋扰借款人及其近亲属的正常
生活秩序，以此向借款人及其近亲
属施压。或利用虚假材料提起民事
诉讼向法院主张所谓的合法债权，
通过胜诉判决实现侵占借款人及其
近亲属财产的目的。

对此，合肥警方提醒，一旦深
陷“套路贷”陷阱，受害人应停止
还款并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维权，保
留对方暴力催收的证据；日常生活
中，广大民众应树立正确理财、消
费观，到正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业
务，莫轻信各种无抵押免息贷款的
广告信息。

“美颜门”“信号门”，再加上日
前被曝出的充电门，iPhone XS上市
至今麻烦不断。从中关村发售首日
破发，到如今被各种“门”缠身，业内
不少分析人士对苹果来年财报状况
的走势不太看好。

熄屏充不进电熄屏充不进电
苹果称与硬件无关苹果称与硬件无关

作为苹果家族最贵的系列产
品，iPhone XS和iPhone XS MAX两
款新品自上市之日起，就争议不断。

在苹果支持论坛、著名苹果站
点MacRumor论坛中有不少购买新
机的用户称遭遇BUG，即手机熄屏
状态下插入 Lightning 数据线，竟然
无法充电。根据网友反映，大部分
情况下，触碰或者抬起屏幕，唤醒手
机后，充电会立刻开始，但也有部分
用户称点亮屏幕之后，必须拔掉并
重新插上数据线，才会开始充电。

目前，苹果方面表示，出现该问
题可能是 iOS12 系统更新带来的
USB安全模式问题，是软件造成的，
并不是苹果手机本身的原因，目前
苹果方面正准备推送新的固件来解
决此问题。

新机问题连出新机问题连出
各种各种““门门””轮番上演轮番上演

无独有偶，近几天iPhone XS还
遭遇了“美颜门”和“信号门”。在
iPhone XS上市之初，iPhone XS的
自动磨皮效果被用户认为拍照不
真 实 遭 用 户 强 力 吐 槽 从 而 爆 发

“美颜门”。
而在距离国庆小长假还有三天

时，iPhone XS更被部分国内用户曝
光 4G 网络信号堪忧的问题。无线
技术网站 WiWavelength 在实验室
对新款iPhone的信号强度做了测试
后发现，iPhone XS 系列的信号与
iPhone 8Plus对比，新iPhone信号强
度差很多，且新iPhone在我国的4G
频段的强度比较弱。

成本仅占三成成本仅占三成
苹果来年财报被看衰苹果来年财报被看衰

即使新 iPhone 问题频出，但根
据记者从中关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显示，iPhone XS MAX 的预订情况
依然热度较高。而相关数据显示，
iPhone XS系列（含MAX）的销售额
比 iPhoneX 增长了 1300%。业内认
为，逼近 1.3 万的 iPhone MAX 是最
大“功臣”。

不过，最近有媒体曝光，iPhon-
eXS 系列的成本价，大概只有零售
价的 30%左右。也就是说，一台售
价过万元的 iPhoneXS，成本价只有
不足3000元。据悉，受销量遇冷影
响，苹果可能会减少iPhoneXS的订
单量。

而就在苹果新品发布之初，便
有华尔街分析师们对于苹果的未来
与其表示并不看好了。分析师们认
为，苹果新机的售价低于预期将会
拉低苹果下一个财年度的收益。分
析师们认为应降低对苹果的平均销
售价格和收益的预期，并对于苹果

来年财报状况的走势表示不看好。

苹果历代手机苹果历代手机““问题问题””

iPhone6：2014 年 9 月，iPhone6
和 iPhone6 Plus 上市后不久，便有
一些人抱怨,当穿着紧身牛仔裤,习
惯性地把 iPhone6 Plus 放入裤子后
袋中,却发现这款超薄手机“极易
折弯”。

iPhone6S：2015 年 10 月 ，
iPhone6S 一 上 市 ，就 被 曝 由 于
iPhone6S 搭载的 A9 芯片由两家不
同的厂商代工，分别是三星公司和
台积公司，从而导致不同芯片的手
机之间存在性能差异。

2016 年 7 月，又有网友在网上
上传图片反映，他们所使用的苹果
iPhone6S出现氧化掉漆问题。

iPhone7：2017 年 12 月，苹果公
司承认为保护老化电池而“秘密”降
低了 iPhone速度，以保护电池稳定
性，防止手机意外关机。

2018年初，不少iPhone 7用户
反映手机时常出现信号不佳问题。
苹果官方承认，由于主板上某个组
件 发 生 故 障 ， 导 致 一 小 部 分
iPhone 7设备即使处于蜂窝网络的
覆盖范围下，状态栏也会显示“无
服务”的情况。

iPhone8：2018年9月，苹果发布
新公告，称部分 iPhone 8 存在主板
设计上的缺陷，这可能会导致用户
的 iPhone 8 出现意外重新启动、屏
幕死机或无法开机等情况。

本报综合消息

稻城亚丁整改超3000元酒店
318318国道康定折多山路段恢复双向通行国道康定折多山路段恢复双向通行

““套路贷套路贷””五大作案特征需警惕五大作案特征需警惕

苹果新机又曝问题苹果新机又曝问题

10月2日23时，四川康定降雪持续，千余台车辆受困折多山。 新华社发（韩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