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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 毕节市发改委网

站和安顺市发改委网站发布消息称，

本月起，部分重点景区门票价格降低。

据统计，此次价格调整，旺季平

均降幅 23.5%，淡季平均降幅 46%，预

计每年减少游客支出约 5575 万元。

其中， 旺季一般是指当年 3 月至 10

月，淡季是指当年 11月至次年 2月。

安顺市发改委网站发布的《关于

降低安顺市部分重点景区门票价格的

通知》中指出，景区门票降价后，相关

景区要继续落实好国家和省关于景区

门票价格对青少年等群体的优惠减

免政策。 同时，相关景区要严格执行

景区门票及游览服务等收费公示和

明码标价制度，并将服务项目、价格

优惠政策等内容在显著位置进行公

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陈问菩）

涉及毕节百里杜鹃、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神龙洞等景区

本月起 部分景区门票降价啦

紫云格凸河穿洞风景名胜区门

票由现行价格 60 元 / 人降为 50 元

/人；贵州夜郎洞景区旺季（从 3 月

1日至 11 月 30 日） 门票由现行价

格 100 元 / 人降为 85 元 / 人、淡季

（从 12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底）价格

由 85 元 / 人降为 70 元 /

人；安顺市黄果树旅游区神

龙洞门票由现行价格 70 元 /

人降为 60 元 / 人；贵州关岭化

石群国家地质公园门票由现行价

格 100元 /人降为 80 元 / 人。

百里杜鹃风景名胜区门票价格

从现行 150 元 /人降为旺季 130 元

/人，淡季 50 元 /人；阿西里西韭菜

坪景区门票价格从现行 50 元 / 人

降为旺季 45 元 / 人， 淡季 40 元 /

人； 彝山花谷景区门票价格从现行

80元 /人降为旺季 60元 /人，淡季

40元 /人。此外，织金瀑布景区门票

价格从现行 70 元 /人降为旺季 40

元 /人，淡季 30元 /人；织金大峡

谷景区门票价格从现行旺季 80

元 /人降为 60元 /人，淡季从

60元 /人降为 40元 /人；贵

州宣慰府景区门票价格从

现行 80元 /人降为旺季 60

元 /人，淡季 40元 /人。

■图说新闻

安顺降价景区及价格:

毕节降价景区及价格:

本报讯 从 11月 5日起，凡用手

机拍摄反映黔南政治经济、自然山水、

民俗风情、美丽乡村、脱贫攻坚等内容

的摄影作品， 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

摄影爱好者，均可投稿参赛，一等奖奖

1万元，截止日期为 11月 23日。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黔南州委宣

传部牵头组办，活动主题为“都匀国

际摄影博览会 2018 黔南秋冬之

旅” 。 据组委会相关人士介绍，本次

摄影大赛分为专业组和手机摄影组。

其中，手机摄影组作品必须为手机拍

摄，非手机拍摄作品不能参赛；每个

参赛者投稿作品限定 2 幅 （组），组

照作品不超过 4张；所有参赛作品只

接受电子档照片，使用 JPG 格式；参

赛作品大小要求 1M以上。

专业组评选由专家组从初评选上

的 70（幅） 作品中选出一等奖 1幅

（组）、二等奖 2幅（组）、三等奖 3幅

（组）、优秀奖 30幅（组）；手机组评审

则是采取网络投票和专家评分综合测

算， 即从专家组初评出来的 150 幅

（组） 作品中公布在当代先锋网上，然

后根据网投结果, 排名靠前的 70 幅

（组）作品可入围终评环节。其中，网络

投票记分占总分值的 40%，专业评委打

分占总分值的 60%，最终评出一等奖 1

幅（组）、二等奖 2幅（组）、三等奖 3

幅（组）、优秀奖 30幅（组）。

另悉，本次专业组和手机组的奖

项设置相同，奖金分别为一等奖 1 幅

（组）， 奖金 10000 元； 二等奖 2 幅

（组）， 奖金 5000 元； 三等奖 3 幅

（组）， 奖金 2000 元； 优秀奖 30 幅

（组），奖金 800元。 （张仁东）

当地面向社会征集摄影作品，截止日期为11月23日

手机拍黔南 最高奖万元

随着冷空气频袭， 长顺县广顺镇

石板村天台组有着 4700多年历史的

中华银杏王，开始披上“金装”，秋风乍

起，树叶纷纷飘落在地，树下金黄一片，

美不胜收，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赏。

该古银杏树王高 50余米， 树围

16.8米，树干胸径 5.4米，冠幅 101.4平

方米，需 16名成年人伸展双臂方能合

围，树冠遮地 3余亩，树龄 4700余年，

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长寿的古银树。

“每年初冬，银杏树叶黄时，我

都会约朋友过来玩一玩， 没想到今

年提前了。 ” 家住广顺镇的孙学思

一边拿着手机拍照一边说道。

来自广东省佛山市的游客陈冬

敏感慨说：“太壮观了，第一次看见

这么大的银杏树， 我一定要把长顺

的这棵古树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

周宇航 本报记者 张仁东

长顺银杏王

披金装迎客

织金洞大峡谷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