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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将过桥米线监管
列入
“风险最高”
等级
生、冷、固体、液体等多种形态，参照
《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中相应条款
也难以归类，因此，直接将其归为“风
险最高”
等级来监管。
此外，为严格落实过桥米线经营
主体责任，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决定把
过桥米线划为“冷食类食品销售 ”实
施监管。皇甫晋玲说，过桥米线的配
料 加 工 ，要 设 置 一 个 相 对 固 定 的 专
区，同时固定专区内的工具、人员，还
要避免生冷交叉带来的食品安全危
险。
“ 在开始实施分类监管以后，会在
商家的经营许可证上打一个括号，标
注是‘主营过桥米线’，或是‘兼营过
桥米线’。往后，消费者在吃过桥米
线时可以注意一下。”
云报全媒体记者 黎鸿凯

理想生活 即刻开屏

订了旅游产品突然无法出行怎么办？

携程旅游设立
“特殊原因退订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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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立体书
给你不一样的云茶 3D 体验
3 月 12 日，记者从国家新闻出版
者，分为“云茶”立体图书、
“云茶”专题
总署民文项目、
“ 互联网+立体书”出
片系列两个部分。
版项目、云南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系列
该项目首次利用
“互联网+”
的思维
出版物《云茶》项目启动会暨专家讨
和数字化技术手段，
打造基于二维码的
论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
《云茶》项目
云茶文化数据阅读模式。通过嵌入二
将通过“互联网+立体书”形式，利用
维码的方式，将音视频、三维动画嵌入
先进信息技术手段，围绕云南高原特
书中，增强读者对云茶文化的 3D 体验
色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结合云南省打
感；
通过订阅号、企业微信公众号等，
凸
造“三张牌”发展机遇，讲好云茶故事，
显数字化、信息化的时效性、便捷性、持
宣传云茶魅力，普及云茶知识，传播云
续性、针对性，增加项目的附加值。
茶品牌。
会上，云南省茶叶流通协会监事
在云南，茶区多位于少数民族地
长方可说，项目要让读者清晰地知道
区，茶文化中融入了很多丰富多彩、 “为什么喝茶，喝什么样的茶，怎样喝
纯朴生态的少数民族元素，如布朗族
云茶”。云南茶马古道研究会会长、云
酸茶、拉祜族罐烤茶、佤族擂茶、白族
南省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胡皓明表
三道茶等。加之少数民族的特色风
示，
“ 一定要传播云茶产业的正能量，
俗、习俗、民谣、舞蹈等文化因子长期
把正确的云南茶叶知识传播给接触这
融合，进一步增添了云南茶文化的神
本书的人。”整合各专家建议后，云南
韵和魅力。
大学出版社、云南大学电子音像出版
据介绍，
《云茶》项目将结合手机
社将完善项目内容大纲、拍摄方案，预
移动端、云数据等手段，把图文内容、
计在 2020 年 6 月出版发行。
音视频内容、云茶产品内容呈现给读
本报记者 曹婕 实习生 朱婉琪

强城市﹄

过桥米线是云南特色美食中的一
张金字招牌，怎样监管才能让大家吃
得放心？昨日，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食品餐饮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皇甫
晋玲做客“金色热线”3·15 特别节目
时表示，监管部门今年以来持续开展
“过桥米线放心消费”专项行动，明确
将过桥米线划为“冷食类食品销售”、
归为“风险最高”等级来监管。
“过桥米线是云南最具有影响力
和代表性的地方特色食品之一，广大
消费者久食不厌，但由于烹饪和食用
方法比较独特，如果在加工过程中设
备配置不完善、内部管理不到位、加工
过程不规范，就容易造成安全隐患。”
皇甫晋玲介绍，鉴于过桥米线具有生
荤生素、熟荤熟素等特点，加上食材有

携程旅游发布﹃保障力

同时划为“冷食类食品销售”

开屏新闻App

预订了旅游产品，却因为突发疾病、家
中有事、怀孕生子等原因无法出行，怎么
办 ？ 想 要 退 订 相 关 预 约 ，不 知 道 如 何 操
作？因为预订平台、组团社、地接社关系繁
杂，退订无门？为了分担客户因自身不能
预期和控制的特殊原因退订产生的损失，
携程旅游率先设立“特殊原因退订保障”，
为你排忧解难，
不再烦上添忧。

9 日 6 晚跟团游”
的产品，
但出行前突然发现
自己怀孕，
无法继续参团，
因有
“特殊原因退
订保障”
，
刘女士最终获赔共计 21303 元。

“住院无法出行”退订占比最高

昆明位列“保障力”榜单第 20 位
你听说过这项保障政策吗？获赔金额
又是多少？日前，携程旅游联合《春城晚
报》，对旅游特殊原因退订案例进行整理，
发布了《昆明人旅游保障指数》。
据 携 程 旅 游 服 务 数 据 显 示 ，近 一 年
来，在携程跟团游、自由行、邮轮、半自助
游和私家团等产品上，由于特殊原因退订
的订单总赔付金额达 1200 万元。这些订
单都来自哪些城市呢？从携程旅游发布的
“ 保 障 力 20 强 城 市 ”榜 单 可 见 ，上 海 、北
京、广州、成都、南京位居前 5 名，昆明位
列榜单第 20 名。
得益于这一项保障政策，2018 年，昆明
游客刘女士在携程旅游上预订前往
“巴厘岛

游客遭遇哪些情况能够获得损失补
贴？据携程旅游公示，当出行人及其子女、
配偶、父母等由于身故、住院或骨折，出行
人怀孕，签证被拒签或延期出签等，都能够
申请
“特殊原因退订保障”。
而去年因哪些原因获得退订保障的游
客占比最高？据携程旅游服务数据，由于
出行人或亲属遭遇住院而退订的占比最
高，达到了 35%。能赔付多少钱？根据游
客预订产品的不同，携程旅游会根据实际
损失的情况进行赔付，近一年昆明人因为
怀孕、住院、死亡等原因，订单获赔金额从
千元到 2 万元不等。
专家提醒，要在正规旅行社购买旅游
产品。选择旅游产品时需了解行程安排
与 合 同 细 节 ，不 要 只 从 价 格 方 面 进 行 考
虑。在网上选择产品，可以从销量、点评、
钻级等多角度比较，特别要看网络平台是
否有完善的售后服务。
本报记者 张芳

剑川将创新打造
白族特色古镇度假模式
昨日，2019 剑川旅游推介会在大理白
族自治州剑川县举行。据介绍，剑川县政
府与奥园集团将联手推出智能小镇系统与
白族文化、木雕文化、建筑文化和民俗文化
结合的白族特色古镇度假新模式。
近年来，剑川县坚持以全域旅游带动
产业转型升级，聚焦“市场整治、品质提升、
产品供给、管理创新”4 个方面，推进旅游产
业发展，加快由旅游资源大县向旅游强县
跨越发展。

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以沙溪古镇
为依托，以茶马古道文化为核心，深度挖
掘、保护和利用茶马古道文化遗存，重构沙
溪坝子低碳新能源交通体系。此外，还将
提升剑川旅游接待能力，创新开发千年白
族歌会表演、石宝山旅游体验项目，培育山
地运动新业态，力争创建 5A 级景区，构建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健康生活目的地和
休闲度假目的地。
本报记者 左学佳

诚信收购老茅台酒 、老八大名酒 仅剩最后几天！

老酒挥发难保存，
及时变现不吃亏！只要你有好酒，
价格不是问题！可免费鉴定 上门服务！
者诚邀，在昆明面向广大市民收购 1953 年2019 年的茅台酒，价格由几千到几十万元不
等。收购范围：茅台、五粮液、汾酒、剑南春、
泸州老窖、郎酒、董酒、西凤酒等批量库存老
酒、四特酒及地方名酒。
本次收购活动将是收藏爱好者评估酒品
价值的一次难得机会,普及老酒收藏的专业知
识，如果保存不当，会出现漏酒、破损现象，品
相得到破坏，价值随之丧失现象，特此来昆明
免费为市民鉴定、评估予以收购，同时本着公
平、公正、公开，价格合理方式，尊重个人意愿
经双方同意后现金交易。
广告

3 月 21 日停止收购，
请把握最后几天机会！

电话：
13177885888 18970098288

地址：云南民族大厦附楼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老年报商城店内）

高度全品相 不跑酒 价格表

一瓶老酒值多少钱？几百或几千元，也
可能是几万，甚至几十万、几百万元。白酒保
存不当也会影响品质，老酒也有最佳饮用期，
如果家里有老酒，可别放坏了，拿出来，可能
会卖出超乎想象的价格。老酒收藏馆是以老
酒收藏为中心的专业老酒收藏馆，为酒友提
供老酒交流、鉴定、收藏、收购、投资的酒文化
交流平台。位于江西省南昌市的老酒收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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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广大老酒爱好

年份
2012 年茅台酒
2011 年茅台酒
2010 年茅台酒
2009 年茅台酒
2008 年茅台酒
2007 年茅台酒
2006 年茅台酒
2005 年茅台酒
2004 年茅台酒
2003 年茅台酒
2002 年茅台酒
2001 年茅台酒
2000 年茅台酒
1999 年茅台酒
1998 年茅台酒

价格
1800 元/瓶
1900 元/瓶
2000 元/瓶
2100 元/瓶
2300 元/瓶
2400 元/瓶
2500 元/瓶
2600 元/瓶
2700 元/瓶
2800 元/瓶
2900 元/瓶
3200 元/瓶
3600 元/瓶
3800 元/瓶
4200 元/瓶

年份
1997 年茅台酒
1996 年茅台酒
1995 年茅台酒
1994 年茅台酒
1993 年茅台酒
1992 年茅台酒
1991 年茅台酒
1990 年茅台酒
1989 年茅台酒
1988 年茅台酒
1987 年茅台酒
1986 年茅台酒
1985 年茅台酒
1984 年茅台酒
1983 年茅台酒

价格
4500 元/瓶
6000 元/瓶
6500 元/瓶
6800 元/瓶
7000 元/瓶
7500 元/瓶
8000 元/瓶
9000 元/瓶
9500 元/瓶
1 万元/瓶
1.1 万元/瓶
1.15 万元/瓶
1.25 万元/瓶
1.3 万元/瓶
1.35 万元/瓶

年份
1982 年茅台酒
1981 年茅台酒
1980 年茅台酒
1979 年茅台酒
1978 年茅台酒
1977 年茅台酒
1976 年茅台酒
1975 年茅台酒
1974 年茅台酒
1973 年茅台酒
1972 年茅台酒
1971 年茅台酒
1970 年茅台酒
1969 年茅台酒
1968 年茅台酒

价格
1.4 万元/瓶
1.5 万元/瓶
1.8 万元/瓶
2 万元/瓶
2.1 万元/瓶
2.2 万元/瓶
2.3 万元/瓶
2.4 万元/瓶
2.5 万元/瓶
3.5-7 万元/瓶
4.6-8 万元/瓶
5-9 万元/瓶
6-10 万元/瓶
8-15 万元/瓶
10-17 万元/瓶

年份
1967 年茅台酒
1966 年茅台酒
1965 年茅台酒
1964 年茅台酒
1963 年茅台酒
1962 年茅台酒
1961 年茅台酒
1960 年茅台酒
1959 年茅台酒
1958 年茅台酒
1957 年茅台酒
1956 年茅台酒
1955 年茅台酒
1954 年茅台酒
1953 年茅台酒

价格
20-25 万元/瓶
25-30 万元/瓶
30-40 万元/瓶
40-50 万元/瓶
50-60 万元/瓶
60-70 万元/瓶
70-80 万元/瓶
80-90 万元/瓶
90-100 万元/瓶
100-120 万元/瓶
120-150 万元/瓶
150-180 万元/瓶
180-210 万元/瓶
210-240 万元/瓶
260 万元/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