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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九类不文明行为将入“黑名单”
国家旅游局：导游强迫交易、侮辱游客将“拉黑” 记录最高保存5年
记者5月31日从国家旅游
局官网上了解到，目前国家旅游
局已经下发《国家旅游局关于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游客九类行为将被纳入“黑
名单”。同时，旅游从业人员若存
在价格欺诈、强迫交易、欺骗诱
导游客消费等行为，也将被列入
黑名单”。
“

搭建财富管理平台 支持湖南实体经济发展
交通银行在长举办“蕴通财富·伴您同行”2016年财富路演活动

游客9类行为
纳入旅游“黑名单”
中国游客在境内外旅游过
程中发生的因违反境内外法律
法规、公序良俗，造成严重社会
不良影响的行为，将纳入“旅游
不文明行为记录”， 主要包括9
类：扰乱航空器、车船或者其他
公共交通工具秩序； 破坏公共
环境卫生、公共设施；违反旅游
目的地社会风俗、 民族生活习
惯；损毁、破坏旅游目的地文物
古迹；参与赌博、色情、涉毒活
动；不顾劝阻、警示从事危及自
身以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活
动；破坏生态环境，违反野生动
植物保护规定； 违反旅游场所
规定，严重扰乱旅游秩序；国务
院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造成严
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其他行为。

事旅游经营管理和服务过程中
因违反法律法规、工作规范、公
序良俗、职业道德，造成严重社
会不良影响的行为， 也将纳入
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主要包
“
括：价格欺诈、强迫交易、欺骗诱
导游客消费；侮辱、殴打、胁迫游
客；不尊重旅游目的地或游客的
宗教信仰、民族习惯、风俗禁忌；
传播低级趣味、 宣传迷信思想；
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认定的其
他旅游不文明行为。

记录最高保存5年
从业人员
强迫交易将“拉黑”
同时， 旅游从业人员在从

据了解，“旅游不文明行为
记录” 信息保存期限为1年至5
年，实行动态管理。旅游不文明

行为当事人违反刑法的， 信息
保存期限为3年至5年； 旅游不
文明行为当事人受到行政处罚
或法院判决承担责任的， 信息
保存期限为2年至4年； 旅游不
文明行为未受到法律法规处
罚，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信
息保存期限为1年至3年。
“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形
成后， 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可
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信息
向社会公布。此外，国家工作人
员故意提供错误信息或篡改、
损毁、非法使用、发布“旅游不
文明行为记录”信息，按照有关
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
处分；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法
律责任。
■记者 梁兴

健康中国营养讲师大赛湖南分赛举行
如何科学、 合理地管理体
重？ 腐乳为什么会被称之为东
方奶酪？ 如何科学地保护我们
的眼 睛 ？5月31日 ，“时 代 基 因
杯” 健康中国2016营养讲师大

赛湖南分赛在长沙举行。 数十
位健康管理师从生活细节入
手， 带来了一场关于营养健康
的饕餮盛宴。
据了解， 本次大赛设有北

京、 湖南、 上海等30多个分赛
区，湖南赛区将角逐出前十名，
其中前五名将代表湖南赛区参
与全国竞赛， 角逐营养讲师年
度桂冠。
■记者 蔡平

中植系万亿资本或借壳上市？
低调的中植系转变为高调， 成为当前资本
市场的热门话题。
5 月 30 日，复牌后的美尔雅大股东更换，中
植系将正式接盘控股。 购买美尔雅股权，中植
系难道是要进军纺织服装行业？ 业界并不这么
认为。 美尔雅公告中也透露，“中纺丝路不排除
会筹划针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业务进
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
市公司拟购买、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
“市场规定控股股东若对上市公司进行重
组，只能注入跟自己相关的资产，”这个研究人
士分析，而中植系旗下涉足的业务领域很广，特
别是近几年来， 中植系开展拓展了一些新兴产
业，比如新能源汽车、互联网等，若注入新资产，
这些在风口上的产业应该最有戏。
梳理资料发现， 最初的中植系旗下有 6 大
板块，包括信托、资产管理、并购等，业内预估其
资产规模已有万亿元左右。
中融信托是中植系最核心的金融资产。 公
司资料显示， 中融信托的注册资本在行业内排
名第二，资产管理规模有 7 千亿元，在行业内排
名第五。 2015 年， 中融信托营业收入为 66 亿
元，净利润为 26 亿元。
第三方财富管理业务中， 中植系已有恒天
财富、新湖财富、大唐财富、高晟财富四家公司，
预计合计管理资产规模已有 6 千亿元左右。 此
外，金融业务还包括新金融板块，这一领域则涉
足融资租赁、保理、期货、典当融资。 比如旗下的

中泰创展已成全国规模第一、管理资产第一、收
入第一的典当企业。 并购基金方面的投资规模
居行业第一位。
此前中植系公开的实业领域主要是矿业。
据了解，中植系旗下的矿权投资已超 300 亿元，
矿权面积超过 3000 多平方公里。
但这几年， 中植系已不再只是在金融领域
扩张，而是将产业和金融结合起来，进行战略上
的延展。“目前梳理出来的最具规模的实业资产
主要是新能源领域，”一位市场人士分析，这一
领域已呈现出全产业链式的发展模式， 被业界
关注。
据了解，初期，中植集团通过参股的方式切
入汽车领域，此后，中植集团还成立中植新能源
汽车有限公司，到目前为止，中植系旗下的主营
业务为汽车行业的企业已有 9 家， 新能源汽车
是业务布局重点。 今年上半年，中植集团还与赣
锋锂业增资安靠能源，准备发展锂电池业务，而
锂电池正是新能源电动车的下游产业。 此外，有
报道称，中植系还已控股多个净利润达到 10 亿
元以上的新能源企业。
“这些资产的规模都很庞大， 也很优质，但
无论是哪种资产， 都缺一个将其证券化的渠
道。 ”这位人士指出，在当前的企业运营中，资本
市场是一块不可或缺的领域， 在企业发展过程
中， 需通过上市平台让企业资产价值最大化发
挥，而获得美尔雅控股权后，这些资产的证券化
渠道可能被打通，后续可能会借助美尔雅上市。

5月27日，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伴您同行” 巡回路演湖南站
活动在长沙举行。
交通银行王江副行长表示，
交通银行长期以来高度关注湖
南省经济发展，近年来持续加大
在湘全口径融资投入，并主动对
接长株潭城市群建设和中部地
区首个国家级新区——
—湘江新
区振兴发展等国家重点发展规
划， 大力推进金融产品创新，全
力促进湖南经济结构调整与转
型。未来，交通银行将继续发挥
综合金融服务优势，积极服务湖
南省的综合交通体系建设、新型
城镇化建设等，实现共赢发展。
作为落实金融服务产业、金
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举

措，交通银行“蕴通财富·伴您同
行”通过展示交通银行先进的综
合化国际化服务理念、优质的金
融创新产品， 专业的服务团队、
一流的服务质量，健全的网络优
势，为湖南广大客户详细介绍蕴
通财富品牌，为企业客户搭建一
个全新的公司财富管理平台，推
动湖南实体经济更好地发展。
“蕴通财富”是交通银行于
2006年创新打造的公司金融服
务品牌，“企业财富管理、金融智
慧服务”为宗旨，高度整合企业
结算、现金管理、财务顾问、投资
银行等在内的各项金融服务，为
企业提供全方位、一站式、专业
化、个性化的公司金融服务。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泰康资产：
资产荒下另类投资应构建生态主动转型
5月27日，在泰康资产主办
的“资产配置荒下的另类投资”
论坛上， 泰康资产股权投资中
心董事总经理谭祖愈指出，险
资股权投资需构建生态创造价
值；泰康资产副总经理、基础设
施及不动产投资中心董事总经
理李振蓬表示， 另类投资应主
动转型拥抱变革。
谭祖愈认为，要在经济新常
态下寻求投资回报， 需关注较
长投资期限的资产， 主动管理
生态、深入挖掘价值，进行国际
化资产配置。 谭祖愈还揭秘了
泰 康股 权 投资 哲 学 —
——“价 值
投资+生态构建+组合管理”，即
基本面遵从价值投资， 围绕自
己的核心业务资源， 搭建投资
生态系统， 围绕泰康的业务条
线延伸出大健康生态系统，以

保险的业务性质促成大消费生
态系统， 通过结构化设计管控
风险， 进行海外特殊资产组合
投资。
李振蓬指出，另类投资应主
动转型拥抱变革，未来另类投资
将由债权投资模式转为股权投
资模式， 由看重主体信用转为
看重以专业资产管理能力为基
础的资产信用， 由注重规模转
为注重质量效益， 以实现业务
可持续性、盈利能力的增强。
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
长、教授刘洪玉，分期乐集团总
裁吴毅，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
协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曹德
云也在论坛上分享了他们对于
房地产行业、互联网金融、保险
资管业发展的观点。
■潘显璇 王志平 尹婷婷

9万不到，就能买到高性价比 SUV
对比哈弗 H6 超值型和吉利 GX7 升级版
春夏之交， 正是踏青出游的好时节，一
款适合朋友、家人出行的 SUV是诸多购车者
的心怡之选。 今天小编给大家推荐两款市场
上极具性价比的 SUV车型——
—哈弗 H6 2016
款升级版 1.5T 手动两驱超值型、 吉利 GX7
2015 款经典版 1.8L 手动新都市型升级版。
2016 款哈弗 H6 超值型依旧是简单耐看
的风格。 新车依旧采用三条横向镀铬饰条设
计，不过中间采用了蓝色的哈弗标志，让哈
弗 H6 看上去更加年轻。
吉利 GX7 自上市以来就因其个性鲜明
的造型受众多消费者青睐。 GX7 机舱盖与保
险杠轮廓共同形成“X” 型前脸，使整车层次
更为丰富，尽显 SUV硬朗之气。
空间方面， 哈弗 H6 超值版与吉利 GX7
升级版相差并不大，二者后备箱储物空间都
比较可观，均可满足日常家庭需求。 不过值
得一提的是， 吉利 GX7 拥有多达 20 多处的
车内储物空间，眼镜、手机、钱包、杯子等物
品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外出游玩再也不用
担心小件物品因乱放而找不到。
同时， 哈弗 H6 超值型搭载了一台 1.5T
涡 轮 增 压 发 动 机 ， 最 大 功 率 为
110KW/5600rpm， 最大扭矩可以达到 210N·
m/2200-4500rpm，属于同级主流水准。 还采
用了麦弗逊式独立悬架 +双横臂式独立悬
架的组合。 吉利 GX7 升级版采用了麦弗逊

式独 立 悬 架 +E 型 多 连 杆 独 立 悬 架 的 组
合， 经过荷兰 PDE 公司调校后， 又得到沃
尔沃的二次优化， 不仅悬挂强度及舒适
性得到明显提升， 实现了底盘稳定性与
车辆舒适性的完美结合， 在应付多种复
杂路况的 同时 保 证了 驾乘的 舒适性。
安全方面，哈弗 H6 超值型与吉利 GX7
升级版均配备了正副驾驶双气囊， 保证了碰
撞发生时车内成员的安全。 哈弗 H6 超值型
还 搭 载 了 ABS+EBD、TCS 牵 引 力 控 制 、
EBA 刹车辅助、 胎压监测等主动安全配置。
吉利 GX7 是首款获得 C-NCAP 超五星安
全评价的自主品牌车型， 拥有潜艇笼式吸能
车身结构，坚固的车身成为安全保障的基础。
综上所述，哈弗 H6 设计简单耐看，动力
起步肉后劲足，吉利 GX7 设计大方稳重，主
打平稳舒适的驾控感。 两者均位列 9 万元的
售价区间，都是自驾出游的好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