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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长江放流“水中大熊猫”
入选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活动
长江日报讯 （记者 詹 海 波） 再过几天就是农历秋分，亿
—中国农民丰收
万农民将第一次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
节。 为此，农业农村部精心谋划了“1+6+N”的庆祝活动。 长
江日报记者从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了解到， 连续举办
了 17 年的长江武汉段增殖放流活动入选今年中国农民丰收
节的系列活动。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屈冬玉介绍，“1+6+N” 的庆祝活动，
“6”是立足体现中国农耕文
其中，“1”是在北京有一个主会场，
明的区域特点选择了 6 个分会场，“N” 就是策划了 100 多个
系列活动，其中就包括在武汉举行的长江武汉段增殖放流活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鄂活动多
为市民画张休闲旅游图

链接 >>>

100 个乡村美食选中
四道湖北名菜

记者了解到， 为养护长江水生生物资源、 保护生物多样
性，自武汉市实行禁渔期制度以来，每年都要组织 1 次至 3 次
人工增殖放流。为加强保护，去年在长江流域及以南重要流域
水域首次实行统一的禁渔期制度。
全国种猪大赛将测定种猪 231 头，分别评选出大白种猪、
长白种猪、杜洛克种猪综合指数前五名和外形评定前三名。另
外还将举行文艺表演、种猪拍卖、猪肉美食节等活动。
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18 年起我国将每年农
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这是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
为农民设立的节日。

动和全国种猪大赛（南方赛区）。
据悉，将于 9 月 23 日举行的增殖放流活动中增加了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水中大熊猫”之称的活化石中华
鲟，这是自农业部 2003 年实施长江禁渔期制度以来，第三次
在长江武汉段投放中华鲟。
市农业综合执法总队相关负责人向军介绍， 自武汉实施
增殖放流活动以来，2004 年曾在汉口江滩放流 1 万尾中华鲟
幼鱼，2017 年放流过 10 尾成年中华鲟和 1000 尾中华鲟幼
鱼， 此次增殖放流中华鲟数量有可能是规模最大的一次。 此
外，还将放流胭脂鱼和“四大家鱼”（青、草、鲢、鳙）。

农民丰收节暨黄龙壹号农业嘉年华

炎帝故里庆丰收

十堰市 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
出行推荐：
高铁 3 小时 38 分

随州市 9 月 23 日
出行推荐：高铁 1 小时 55 分

长江武汉段增殖放流
首个中国农民丰收节除了有
“1+6+N”庆祝活动，农业农村部还充
分发挥市场主体和行业协会、社会力
量来组织策划“5 个 100”，即自主推
荐 100 个品牌农产品、100 个特色村
寨、100 个乡村文化活动、100 个乡村
美食、100 个乡村旅游线路，充分展示
各地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推动农产
品实现优质优价，也为市民们提供好
的休闲旅游参考。
长江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恩施州
咸丰县小村乡大村村、宜昌市宜都市
白洪溪村、黄冈市英山县红山镇乌云
山村入选 100 个特色村庄；潜江龙
虾、宜昌蜜橘、监利黄鳝、秭归脐橙入
选 100 个品牌农产品；咸宁市咸安区
桂花镇大屋雷村中秋祭月文化节、宜
昌市秭归县归州镇万古寺村龙舟文化
节、武穴市余川镇青蒿村大别山佛手
山药乡村文化旅游节入选 100 个乡
村文化活动。
除此之后，如潜江市的“品虾论稻
话丰收”、随州炎帝故里庆丰收等活动
都将于近期举行，从武汉出发，或自驾
或乘高铁，为市民短假出游提供了参
考。

武汉市 9 月 23 日

全国种猪大赛（南方赛区）
武汉市 10 月 18 日

湖

中国美丽乡村休闲旅游行
恩施州 9 月 19 日
出行推荐：高铁 3 小时 33 分

北
武穴市余川镇青蒿村
大别山佛手山药
乡村文化旅游节

咸宁市咸安区
桂花镇大屋雷村
中秋祭月文化节

宜昌市秭归县归州镇
万古寺村龙舟文化节

沙市区农民丰收节

品虾论稻话丰收

荆州市 9 月 23 日
出行推荐：高铁 1 小时 13 分

潜江市 8 月下旬—9 月 23 日
出行推荐：
高铁 55 分钟

“清蒸武昌鱼”
上榜
长江日报讯（记者 余康庭）清蒸武
昌鱼、红菜薹炒腊肉、排骨藕汤、沔阳
三蒸……9 月 13 日，首届“中国农民
丰收节” 组委会发布 100 个乡村美食
推荐名单，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武汉
餐饮业协会会长刘国梁说， 其中清蒸
武昌鱼代表武汉名吃， 将从地域名菜
变成国民美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这句
毛泽东的著名诗词使武昌鱼名扬中
外，成为湖北的一道当家名菜。自古以
来，鱼是湖北人最爱吃的美食之一，武
昌鱼肥嫩鲜美， 民间做法甚多， 如红
烧、糖醋等不下 10 余种。“唯有清蒸才
能将武昌鱼的口感和味道发挥出来”。
刘国梁介绍， 选用最适合蒸的团头鲂
做成清蒸武昌鱼， 鲜味与肥美兼有但
不过分。
排骨藕汤是一道名肴， 属于湖北
菜。既有藕的清甜又有排骨的香浓，是
温润美味汤的佳品。此菜鲜香味美，营
养丰富， 开胃益血， 有补气补钙的功
效。
红菜薹色紫红，茎肥壮，质脆嫩，
每年春节前后上市， 以武昌洪山出产
的质量最佳。 旧时，传为贡品。 红菜薹
单独素炒，口感鲜香脆嫩，辅以腊肉片
爆炒，其味更佳。
“沔阳三蒸”源于何时尚无定论，
但与沔阳是水乡泽国有关。据记载，当
时沔阳是：“一年雨水鱼当粮， 螺虾蚌
蛤填肚肠。”平民百姓吃不起粒粒如珠
玑的大米，只有用少许杂粮磨粉，拌合
鱼虾、野菜、藕块投箪而蒸，以此充饥。
久而久之， 便发展成了驰名湖北的传
统名菜。“三蒸”之一的蒸菜，以蒸茼蒿
为上品。
“湖北人做菜，咸鲜微辣，讲究的
是合适”，刘国梁表示，中庸的湖北菜
充分体现“五味调和” 的中华美食精
髓，这次入选的四个名菜就是代表。

整理 / 长江日报记者欧阳思陨
制图 / 方磊

2018 中秋、国庆节旅游线路合理价格指引
武汉市旅游委提醒游客 314 家景区降价或免票别错过

诚信兴商宣传月

中秋、国庆出游高峰即将到来，选择哪些
线路实惠又不用担心上当？ 昨天，武汉市旅游
委发布 2018 年中秋、国庆旅游线路合理价格
指引。 武汉市旅游委特别提醒游客，响应国家
号召， 国内共 314 家景区在国庆期间将推出
降价、免费措施，游客出游前请咨询清楚别错
过。

武汉市旅游委介绍，每年 9 月至 10 月间
是每年出游高峰。 尤其是 9 月中旬至 10 月上
旬，因国庆小长假，各条旅游线路价格均会不
同程度上涨， 飞机游线路上涨幅度大于汽车
游、火车游旅游线路。 因全国高速公路免费，
在周边游、省内游、连线游方面，预计自驾游
人数会同比增长。

中秋、国庆出游高峰价格普涨，但今年国
内游的游客却有福利可享。 今年 6 月 28 日，
国家有关部门出台 《关于完善国有景区门票
价格形成机制 降低重点国有景区门票价格
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发布
后，目前，我国已有 21 个省份出台或公布 157
个景区降价或免费措施，还有 157 个将在“十

合理价格指引：国内赏秋价格贵过出境游
（2）火车团 200-400 元／天×天数
武当山动车两日游 728 元／人
庐山双动三日游
698 元／人
黄柏山、 狮子峰动车两日游 398 元／

一日游：90-190 元／天
武汉市内一日游 148 元／天，含黄鹤楼、
省博、红楼、户部巷、东湖绿道。
凤娃古寨一日游 99 元／人
大 冶 鄂 王 城 生 态 文 化 园 一 日 游 89
元／人
木兰花乡一日游 128 元／人 （送 100
元游乐金）
罗田薄刀峰登高赏秋一日游 168 元／人

周边游：
2-3 日
（1）汽车团 150-260 元／天×天数
汽车团旅游线路地域范围主要是省内、
安徽、河南、江西、湖南。
岳阳张谷英村、 君山岛屿两日纯玩团
299 元／人
长沙、韶山花明楼火车两日游 418 元／人
江西龙湖山两日游 398 元／人
安徽大别山三河古镇两日游 298 元／
人

提醒

拉萨、林芝、鲁朗林海、雅鲁藏布大峡谷
环飞 9 日游 7978 元／人起
新疆天池、吐鲁番、喀纳斯、禾木双飞 8
日游 7598 元／人起

人
云台山火车三日游

698 元／人

国内游
汽车团：150-400 元／天×天数
火车团： 一般车次：200—500 元／天×
天数
高铁、 动车车次：200—600 元／天×天
数
飞机团：300-800 元／天
秋季赏景的线路为热门旅游线路。 长距
离的双飞旅游线路价格会高于部分出境游旅
游线路。 如：
额济纳旗胡杨林／弱水金沙湾胡杨林双
飞六日游 6499 元／人
大美青海、 多彩甘肃双飞一卧七日游
5498 元／人

出境游
A、港澳游： 800—1000 元／天×天数
B、台湾游： 300—700 元／天×天数
C、日本游： 700—1200 元／天×天数
因大阪台风与北海道地震， 对日本旅游
造成一定的影响，九月取消了部分团队，预计
国庆期的日本线路价格不会有增涨。
D、邮轮游： 300-1000／天×天数
E、泰国游： 400—800／天×天数
F、新马游： 500—1000 元／天×天数
G、海岛游： 200—800 元／天×天数
H、欧洲游： 600—1200／天×天数
I、美加游：1000—1200 元／天×天数
J、澳洲游：1500—2000 元／天×天数
K、南美线：1500—2000 元／天×天数
L、南极线： 5000—8000 元／天×天数

武汉市中秋、国庆合力价格指引按成人旅游线路价格标准编制，《旅游法》规定：残疾人、老 年人、未成年人等旅游者在
旅游活动中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享受便利和优惠。 部分线路通过集中采购降低旅游成本，老人与成人在景区门票方
面已没有价差，但是旅游线路中的老人附加费、儿童附加费属于不合理的费用。

一”前宣布降价。 在这 314 个景区中，包括 5A
级别景区 120 多个 4A 级景区 150 多个，占到
景区总数近 90%的比例。 在这些景区中，降价
幅度 20%的景区超 70 个，30 个景区免费开
放。
在国际范围，南半球正值旅游旺季，如澳
大利亚、新西兰旅游线路为全年最高价格；中

东游、东南亚游、海岛游、邮轮游为适宜旅游
线路，欧美、俄罗斯旅游线路会遇冷，整体价
格下降，位于全年的低位。
避过这波旅游热潮， 游客选择错峰出游
也不错。 10 月中旬到 11 月底，进入组团游旅
游淡季，酒店、景区将进入淡季运行价位，游
客可以选择“抄底”出游。

不诚信经营的旅游企业
将受联合惩戒
不履行法院判决、坑客宰客不诚信经营
行为，将面临多部门齐抓共管。 武汉市旅游
委正式发布《全市旅游部门落实国家部委联
合奖惩备忘录奖惩措施清单》， 宣告对不诚
信经营企业掀起联合惩戒风暴。
昨天，在《
（2018 年第 18 号）武汉市旅
游行业失信企业 / 个人信息公告》中可以看
到，武汉市旅游委将 3 家失信企业信息及拟
进行联合惩戒信息进行公告：武汉大都旅游
有限公司、 黄陂木兰古门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武汉市清牧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分别被
东西湖区人民法院、黄陂区人民法院、武昌
区人民法院申请发起联合惩戒。 原因是“有
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
务”，或有“其他规避行为”。 限制失信被执行
人、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责任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
制人住宿四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及其他高等
级、高消费宾馆、酒店。 限制失信被执行人、
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 主要责任人、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

参加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旅游、限制其享受由
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相关的其他服务；限制失
信被执行人在获得旅游等级评定的度假区
等旅游企业消费。
除了不履行法院判决，其他不诚信经营
行为也将受到严管。 譬如：部分旅行社办理
了经营场所的工商变更手续，但未在规定期
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部
分旅行社没有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完
善基本信息等。 这些行为，武汉市旅游委将
采取列入旅游信用档案、联合工商部门将其
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等措施严管。
武汉市旅游委介绍，根据《省旅游委办
公室关于开展 2018 年“诚信兴商宣传月”活
动的通知》要求，结合我市旅游行业实际，市
旅游委定于 9 月在全市旅游行业开展以“守
德行，立商信——
—抵制不合理低价，文文明
明去旅游” 为主题的“诚信兴商宣传月”活
动。 对不诚信经营的旅游企业将加大曝光力
度。
撰文：
匡志达 武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