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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沪苏浙皖长三角
消保委联盟联合对外发布了四
地主要景点儿童免票规则调查
报告，倡议区域内景点推行儿
童免票身高与年龄兼顾的免票
政策，进一步保障未成年人的
合法权益，社会反响热烈，我市
景区也积极响应。昨天下午，
市消费者协会联合多个部门，
对我市 13 家政府指导价、市场
调节价管理的游览参观点开展
约谈，并发布优惠倡议书。

吸引更多
消费者来镇旅游

市消协倡议景区响应身高
与年龄兼顾的儿童免票规则，
呼吁我市执行市场调节价的收
费景区能根据实际情况，顺应
消费者意愿，积极响应身高与
年龄兼顾的儿童免票规则，即6
周岁(含 6 周岁)以下或者身高
1.4 米(含 1.4 米)以下的儿童免
收门票，并以此为契机，创造更
优“引流”效果，惠及更多儿童
消费者。

具体做法是：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景区，对 6周岁（含
6 周岁）以下或身高 1.4 米（含
1.4米）以下儿童免收门票；对 6
周岁(不含 6 周岁)-18 周岁(含
18 周岁)未成年人凭有效证件
实行半票。同时，鼓励实行市
场调节价的景区参照本办法对
未成年人等特定旅游消费群体
实行门票价格优惠。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

一步落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
政策的通知》规定儿童免费身
高是 1.2 米，《江苏省景区门票
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则
规定 1.4 米。市消协秘书长锁
勇表示，“这一点充分彰显了江
苏省在旅游消费环境建设中的
高起点和前瞻性。作为江苏省
的重点旅游城市，镇江旅游消
费环境建设能更多地增加些人
文关怀，有利于提升服务品质、
改善消费环境、激发消费潜能，
拉动内需，吸引更多消费者选
择到镇江旅游，加快实现镇江
地区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多家景区
已执行“兼顾”规则

沪苏浙皖四地消费者保护
开展的消费调查显示，江苏区
域内有较多实行政府指导价的
景区未按照《江苏省景区门票
和相关服务价格管理办法》执
行，只设儿童身高免票标准，或
实行年龄与身高标准低于《管
理办法》。

会上，市消费者协会发布
了联合调查结果中我市各大景
点的儿童免票情况。镇江反馈
情况良好，尤其是执行政策指
导价的景区全部执行到位，而
市场调节价的景点大多也实行
了优惠政策。调查结果显示，
金山、焦山、北固山、西津渡、宝
塔山公园、南山、茅山、宝华山
森林公园、茶博园和中国米芾
书法公园等10家实行政府指导

价的我市主要景区，都严格执
行了身高与年龄兼顾的儿童免
票规则。

“看年龄”
让更多孩子受惠

会上，镇江醋文化博物馆
率先响应倡议。博物馆主要推
广醋文化和镇江地方文化，主
要针对的是亲子游和游学团队
群体，因此扩大标准可以增加
潜在游玩人数，对于博物馆开
展研学旅游有很大帮助。

相较于身高“即量即免”的
直观性，年龄标准并没有那么
直观。醋文化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黄燕表达了自己担忧，“过
去，在景区售票过程中，也遇到
了比如大学生免票没有携带相
关证件的问题，今后在执行过
程中，如果执行年龄标准，对景
区来说是一项不小的考验。”

对此，市消协投诉部相关
负责人龚丽娅解释，免票标准
从单一的“量身高”转为双轨的

“看年龄”，能让更多孩子受惠，
当儿童身高超过免票限制而年
龄未达到时，提供能够表明儿
童本人的有效证件原件，原件
包括身份证、户口簿、出生证明
等，相关细则由景点企业根据
实际情况自主制定，都可享受
免票。她建议，孩子的身高超
过1.4米，但年龄未到6周岁，家
长出门游玩时记得带上相关证
件，景区也应出台更人性化的
细则。 （俞佳融）

儿童免票规则怎么定？看身高还是兼顾身高年龄？

13家景区被约谈落实“兼顾”规则

京江晚报讯 昨天，省教育
考试院公布了第二阶段高职（专
科）统招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
线和填报志愿资格线。

高职（专科）统招录取最低控
制分数线为：文理类文科 230分，
理科 260 分。体育类：文化 200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90分。艺术
类省统考中，美术类：文化 180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160分；音乐
类（声乐、器乐）：文化 180 分，专
业省统考成绩 120分；编导类：文
化 230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190
分。艺术类专业校考：文化 180
分，专业校考成绩合格。

考生的高考文化成绩和相关
专业考试成绩除达到上述要求
外，其学业水平测试成绩还须符
合我省及拟报考院校的有关要
求。

第二阶段填报志愿资格线
为：文理类中，文科类 220 分，理
科类 250 分。体育类：文化 190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90分。艺术
类省统考中，美术类：文化 175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160分；音乐
类（声乐、器乐）：文化 175 分，专
业省统考成绩 120分；编导类：文
化 220 分，专业省统考成绩 190
分。艺术类专业校考：文化 175
分，专业校考成绩合格。

凡第一阶段未被高校录取且
符合上述相关科类填报志愿条件
的考生，可填报文科类或理科类
高职（专科）院校以及体育类或艺
术类高职（专科）院校志愿。

第二阶段志愿填报的时间为
7月27日-28日（截止时间为7月
28 日 17：00）。考生须在规定时
间 内 登 录 网 上 志 愿 填 报 系 统
（http://www.jseea.cn 或 http://
gkzy.jseea.cn），凭考生号、身份证
号、密码和动态口令卡网上填报
平行院校志愿（含艺术类传统志
愿），并对自己所填报信息的准确
性和安全性负责，不需要现场签
字确认志愿信息。

考生填报的志愿信息网上提
交成功后，志愿方才有效。在填
报截止前，考生可上网修改自己
的志愿信息；填报志愿时间截止
后，任何人不得更改考生志愿信
息。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网
上提交填报的志愿信息时，网上
志愿填报系统将对考生志愿信息
进行数据逻辑校验。如果出现红
色的警告信息，说明限制考生填
报该志愿或考生的学业水平测试
（必测和选测）成绩不符合所填院
校（专业）的要求，考生必须按警
告的内容仔细检查所填报的院校
与专业，并进行修改，直至正确为
止；如果出现绿色的提示信息，说
明考生拟报考的该类院校（专业）
有相关要求。考生在填报志愿
时，务必认真查阅拟报考高校的
招生章程，了解相关要求，知悉高
校的录取规则，防止因单科成绩、
身体条件等不符合报考高校的招
生要求而被高校退档。

（古瑾）

京江晚报讯 昨天，润州区
市场监管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
科在职能调整后，成功办理了润
州区第一件网上动产抵押登记
业务，仅用时45分钟。该笔动产
抵押能为镇江市华业土石方工
程有限公司带来近300万元发展
资金。

这是自开通网上申报动产
抵押登记以来，润州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首次网上审核动产抵押
登记。以前申请办理动产抵押

登记，申请人需要登记填写表
格，准备好相应纸质材料后现场
办理。现在利用全国市场监管
动产抵押网络登记业务系统，申
请人可以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
申请办理，从而实现在线申请、
在线审核、在线公示和在线查询

“一网通办”。
下一步，润州区市场监管局

将继续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
务，为群众办事创业提供更大便
利。 （张睿哲 徐晨晨 张驰川）

京江晚报讯 近日，扬中
油坊镇油坊村一位陆姓村民在
自家违建的临时建筑中新供奉
了一尊大佛，并将择日举行佛
事活动，借机敛财，遭群众举报
后被依法取缔。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扬中
市民宗局随即通报油坊镇并商
议取缔方案。油坊镇政府会同

所在地油坊村经数次协调、劝
其自行处理未果。19 日上午，
扬中市民宗局会同油坊镇、公
安、城管、市佛教协会等相关单
位开展联合查处整治。

经查，现场供奉了一尊近2
米高的大佛，另有各类大小不
一的神佛像十余尊。

据悉，该村民身患重疾，受

到外地假僧人的唆使，才从事
了非法的宗教活动。扬中市民
宗局对其进行普法宣传教育
后，由太平禅寺僧人运走佛像、
功德箱和广告灯箱。该村民承
诺今后不再从事非法宗教活
动。

（范永贵 朱家生 曹海滨）

高职（专科）统招录取
最低控制分数线、
填报志愿资格线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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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取缔一非法宗教活动场所

24日晚，全市交警出动警力220余人次，开展集中统一行动，严查
酒驾、醉驾、毒驾等交通违法，查获酒驾14起，其中饮酒驾驶9起、醉酒
驾驶5起，有效打击酒驾醉驾违法行为。 马镇丹 余长保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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