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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只降淡季不降旺季、不得搞明降暗升、不得以降低
联票、通票价格代替景区门票……国家发改委今年3月发
文要求推进景区更大范围降价和更大力度降价。各省份景
区落实得怎样？记者梳理5A景区门票价格，以及自去年以
来的调价信息 ，告诉你，哪里降价最“诚心”！

近四成5A景区票价过百，西藏门票最贵

据国家旅游局官网，截至今年4月，国家级5A景区已
经达到259个。江苏省5A级景区数量领跑全国，有23个。
浙江、广东、河南、四川、新疆、湖北、江西、山东、安徽等省份
的5A级景区也均超过10个。

好山好水，心动不如行动。记者给各省5A景区门票算
了个均价(按照旺季主景区价格计算，下同)，发现15个省份
门票均价超过100元，占比接近40%，西藏的景区门票均价
最高，布达拉宫、大昭寺等4个景区均价约为157.5元。其
次是广西、湖北、贵州等。相对而言，北京、天津的景区门票
均价较低，均不超过40元。

涉及9个省份的12个5A景区门票超过200元，其中7
个都是主题公园，包括长春市长影世纪城旅游区、常州市环
球恐龙城休闲旅游区、金华市东阳横店影视城景区、安徽省
芜湖市方特旅游区、广州市长隆旅游度假区、深圳华侨城旅
游度假区、大连老虎滩海洋公园。

而259个5A景区中有10%免费，其中超六成为古迹遗
址、古镇古村或红色景区，例如江苏的周恩来故里、合肥的
三河古镇、河北的西柏坡等。

5A景区降价！广东“最狠”海南范围“广”

按照要求，景区可以“五一”、暑期、“十一”等游客集中
时间段为重要节点，降低偏高门票价格水平。南都大数据
研究院发现，2018年9月底至10月，包括张家界、庐山等在
内的大量5A景区集中降价，刮起“国庆降价潮”。而今年也
有部分景区实施降价，例如泰山景区3月1日宣布不分淡旺
季，所有门票总价格由240元降为115元，而仅爬泰山的话，
价格相比之前旺季125元减少10元；云南丽江古城针对游
客收取的“古城维护费”由80元降为50元。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通过梳理景区官网调价公告和相关
新闻发现，目前在259个5A景区中，下调景点淡旺季门票
(不含联票)的景区占比 50 .6%，旺季门票平均下调幅度为
16%。

海南的5A景区降价范围最“广”，去年10月1日开始，6
家5A景区全部降价，基准价平均降幅16.9%；而广东降价最

“狠”，虽然仅3家景区降价，但旺季平均降幅达30 .5%，韶关
市丹霞山从去年国庆开始将门票价格由为200元调至100
元，少了50%。相对而言，北京、西藏等地的5A景区门票价
格较稳定。

门票降幅超过30%的景区有7家，以自然景观为主，尤
其是黑龙江黑河五大连池景区景点之一格拉球山天池，旺
季门票价由50元降到20元。而且，景区降幅高低与景区类
型似乎也有所关联，分析发现现代场馆、红色景区、主题公
园降幅大于其他类型的景区。

部分景区“假降价”套路满满

虽然多数景区降价，但也要查清“要求”再收拾行囊。
去年，无锡太湖鼋头渚风景区因拆解销售假降价被新华社
点名。据了解，鼋头渚风景区自9月10日起将门票价格由
原来的105元/人次降为90元/人次，但门票价格调整之后，
原本包含在105元门票中的景区车票和船票将另外收费。
游客往返景区内太湖仙岛必须购买船票乘船，有游客称“降
价以后进景区玩一趟，还是一分钱都省不了”。事后鼋头渚
景区管理处发布公告宣布取消15元的车船费，游客购买90
元的门票中包含园内公交车费、鼋头渚-太湖仙岛交通客
渡船费。

这样的套路仍时有发生。新华社4月29日在《部分景
区降价政策套路多》文章中揭露部分景区除门票与配套服
务拆解销售外，或仅联票降价，或只降淡季不降旺季，或
只降观光车不降门票，或针对特定人群、特定时段降价
等。例如，“唐山市清东陵”、“苏州市吴中太湖”、“温州市
雁荡山”、“福建省土楼(永定·南靖)”、“青岛崂山”、“贵阳
市花溪青岩古镇”等景区仅联票降价，降价幅度在12—65
元不等；江西上饶龟峰景区去年实行淡旺季差价，仅淡季
价格下调 10 元；广西崇左市德天跨国瀑布景区用观光车
价格下调10元代替门票降价；枣庄市台儿庄古城、四川省
甘孜州海螺沟景区、郴州市东江湖旅游区分别宣布只对全
日制大学生、年满 65 岁老人、14 岁以下儿童实行免费；桂
林市乐满地度假世界宣称响应发改委有关政策，将成人门
市价下调10元，但时间仅限定五个月，今年2月起就已经
调回原价。

根据国家发改委通知要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在今
年完成辖区内所有实行政府定价管理的5A、4A级景区门票
成本监审调查、价格评估调整工作。

注：如门票分淡旺季，按旺季门市价统计，为普通成人全
票；部分5A为多个景点，按照最高主景区价格计算(不含索
道、缆车等服务)，部分包括车船等必需费用；门票免费指大景
区或核心景点不收费；调价统计时间为2018年、2019年，仅
指针对单一景点成人门票的长期调价，不包含联票、套票降
价，针对特定人群、特定时段降价等情况。据《南方都市报》

五一前半数5A级景区降了价
新华社兰州5月2日电（记者姜伟

超）兰州市警方近日成功打掉一冒充
某支付平台工作人员窃取受害人“红
包余额”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3
人。

今年3月底，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
局接到一电子商务公司报警称，从今年1
月底开始，有人冒充某支付平台工作人
员对甘肃省电信用户实施电信诈骗。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迅速成立

专案组，围绕犯罪团伙的资金流进行
深入调查。经查明，该案为团伙作案，
犯罪嫌疑人通过电话冒充电信客服和
某支付平台工作人员，以兑换礼品为
借口，骗取用户在该支付平台登录的
验证码后，将账户内的红包余额分别
转入其多个虚假商户账户，再由各商
户账户分别转入统一银行账户后提
现，累计诈骗金额60余万元。受害人
涉及甘肃省多个地区。

4月26日上午9时，专案组成功捣
毁了这一诈骗犯罪团伙，并将正在实
施诈骗的13名涉案嫌疑人抓获，查获
电脑、账本、手机、银行卡等大量作案
工具。目前，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已被
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提醒广大群众，一定不要相
信陌生人的兑奖兑现电话和短信，更
不要将验证码发给任何人，防止上当
受骗。

低价急救药涨价，甚至面临断货，
成了近年来药品市场的频发事件。近
日，不少市民发现，冠心病和心绞痛的
常用急救药，硝酸甘油也变得不好买
了。“ 以前硝酸甘油几块钱一瓶，现在
涨到几十块，药店都买不到了。”62岁
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患有冠心病多
年，由于硝酸甘油价格比较低廉、药效
显著，所以很多跟他一样的冠心病患
者都会长期服用这款药。

4月30日，记者走访了多家药店，
发现不少药店确实已找不到硝酸甘
油，目前仍有这种药在售的药店，其价
格较之前也翻了数倍。

市民
价格涨了数倍，还买不到
家住长沙开福区的李先生今年

62 岁，6 年前在医
院确诊为冠心病。
此后，随身携带一
瓶硝酸甘油急救药
成了他的习惯。“ 不带它，就没有安全
感，万一发病了就不得了。”他说，每
次身体出现不适感，他就会从口袋里
掏出药服用。

“ 这个药确实效果好，而且价格
实惠，我们要长期服用，太贵的药就不
行。”李先生说，上周家中的硝酸甘油
吃完了，他像往常一样去对街的药店
买，结果被告知断货了。随后，李先生
又沿街找了 3 家药店，终于在最后一
家找到了，但让他诧异的是，药店工作
人员拿出硝酸甘油时，报价是 34 元。

“ 今年过年左右，我买的还是 10
多元一瓶，（药片）数量也是这么多，怎
么一下子就翻了几倍。”他说，更早前
硝酸甘油才卖几块钱一瓶，是一种很
便宜的急救药。无奈之下，李先生花

“ 大价钱 ”买了两瓶。
药店
涨了好几轮了，不再进货
4 月 30 日，记者来到九芝堂荷花

池药店，询问是否有硝酸甘油。“ 上一
批卖完了之后就没了。”工作人员说，
她听说硝酸甘油要断货了，但具体原
因不清楚。随后，记者又来到诺舟大
药房，药店工作人员从药架上拿出一
瓶小小的硝酸甘油。当记者对 32.5

元一小瓶的价格表现出惊讶时，这名
工作人员解释称，价格确实涨了不少，
但没办法，这不是他们想涨价的。

“ 这还是我们跟医药厂家协商后
的价格，听说是原材料上涨了，所以卖
得贵了些。”这名工作人员介绍，硝酸
甘油之前最便宜时是 3 块多一瓶，后
来卖过 5 块，今年春节后就涨到了
10.5 元。

“ 硝酸甘油涨了几轮价了，去年
就开始涨价了，好多药店都没了，我们
药店备货也不是很多。”她说。

此外，千金大药房熊家药铺店的
工作人员听说记者要购买硝酸甘油
时，直接表示“ 太贵了，没进货 ”。她
说，原来硝酸甘油只卖几块钱一瓶，现
在要三四十，“ 别人肯定接受不了 ”。

在记者随机采访的多家药店中，
只有一家药店仍有硝酸甘油在卖。还
有家药店的店员介绍，硝酸甘油属于
廉价药，在他的印象中，从 2017 年开
始就经历了三轮涨价，而且还数次断
货，导致很多患者很难买到。

医生
医院还有货，不愿看到药品断货
硝酸甘油在药店难以买到，那么

在医院的情况如何？记者联系了长沙
市第四医院和长沙市中心医院，两家
医院目前都还有此药。

“ 硝酸甘油在临床上是非常基础
的药，尤其是心血管这块，可以说是常
备药。”长沙市第四医院心血管三科主
任戴朝晖介绍，因为是基础药，所以临
床上如果没有就会很不方便。“ 早前医
院也断过货，我们临床医生很着急，要
药剂科想办法补充了。”戴朝晖说，有
段时间医院没有硝酸甘油，他们就自己
去药店买，需要时便给病人服用。

戴朝晖介绍，硝酸甘油方便，又有
药效，对于患冠心病的市民来说，是常
年备用药，当病症急性发作时，可以作
为有效的应急药物。“ 如果没有确实
不方便，也有其他替代药物，比如速效
救心丸、复方丹参滴丸等，这些药也可

以含服，如果来医院，可以给病人进行
静脉用药。”她说。

长沙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
任医师张佑生说，医院目前有硝酸甘
油，价格是 39 元一瓶。“ 这个药对于
冠心病患者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能
救命的，能给患者留取到医院抢救的
时间。”他说，如果硝酸甘油断货了，
无论对于患者，还是医生来说，都是不
愿看到的。

分析
“ 药荒 ”背后原因有哪些
原本定价较低的硝酸甘油为何会

频频涨价，甚至断货？对此，记者从一
位业内人士处了解到，这与原料供应
有关。

“ 药品价格归根到底还是由市场
决定，实际上，因为
原材料短缺和成本
提高造成药品涨
价、断货，甚至停产

的情况常有发生。”该业内人士说，尤
其是低价药，涉及涨价、断货原因很复
杂，“ 原材料是一方面，还有垄断问题，
以及整个管理体系和政策等多方面。”

另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药企
负责人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认为原
因还是出在源头，“ 一方面是工厂生
产的原因，导致原材料短缺，药品断
货，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垄断因素。”他
说，硝酸甘油作为防治冠心病、心绞痛
的急救药，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而
正因如此，这类药有着比其他药品更
强的议价权。

此外，也不排除硝酸甘油需求大
于供给，导致价格上涨。“ 可能即便原
材料供应稳定下来，硝酸甘油的涨价
也很难避免。”

近年来，不只是硝酸甘油，不少低
价急救药也都先后出现价格上涨、供
应不足的情形，包括去甲肾上腺素、西
地兰等“ 救命药 ”，以及维生素 K1 等
临床常用药。“‘药荒’背后是有原因
的，药品定价过低，利润上不去，厂家
无利可图自然主动减产。原材料短
缺、或者生产成本上升，也会造成药品
的涨价。”该药企负责人说。

本报综合消息

当心不法分子冒充支付平台工作人员窃取“红包余额”

这是5月2
日无人机拍摄
的太原市汾河
两岸景色。

近日，山西
省太原市汾河
两 岸 绿 意 盎
然，景色宜人，
成 为 市 民 休
闲、游玩的好
去处。

新华社记
者 曹阳 摄

汾河岸边绿意浓汾河岸边绿意浓

“救命药”涨价背后谁在借机揩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