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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运承物业管理中
心职工刘松， 男， 身份证号码： 110111197910090095， 您因严
重违反劳动纪律， 按规定单位决定于2019年9月9日与您解除
劳动合同关系。 请即日起15日内到公司人力资源部办理解除
劳动合同及档案转出手续， 逾期办理自行承担一切责任。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 （集团） 有限公司鸿运承物业管理中心
2019年9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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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锦囊助您安心游玩

本周33种生活必需品价格走势
采集日期： 2019年9月25日 单位： 元/公斤

（以上信息由北京市职工物价监督总站提供）

丰台区着力聚焦重点产业
积极构建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

低价旅游陷阱多
相关资质要看清

假期来了， 一些低价旅游产
品难免也混淆其中。 在选择旅行
社时， 要注意确认旅行社的经营
范围， 选择有担保的正规公司，
注意查看 “一照 ” 和 “一证 ”，
即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旅
游部门颁发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
可证。

旅行团的成本价格一般包括
机票、 餐费、 地面交通费、 景点
费、 导游费、 签证费、 燃油税、
旅行社利润等， 并非价格越低越
好。 因此， 建议购买旅游产品时
不要只关注价格高低， 还要考虑
价格是否合理 ， 谨防掉入低价
位、 低品质的低价旅游陷阱。

合同约定要明了
法律规定要知晓

在跟团旅游中， 无论是熟人
介绍还是自行报名， 合同和发票
是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凭
证， 因而在选购旅游产品时应切
记与旅行社签署正式合同， 并在
合同中明确团费包含的景点项
目、 食宿标准、 旅行线路、 交通
工具、 儿童收费标准等事项， 以
便日后维权时能充分举证。 如有
疑问， 要及时与旅行社沟通， 并

注意留存发票等相关证据。
旅行社的格式合同一般会注

明双方的违约条款、 免责条款和
退款说明。 无论境内游还是出境
游， 在签订旅游合同时都要认真
阅读， 特别是确认双方的违约金
比例、 退款条件和退款比例， 如
有异议， 应与旅行社协商确认后
再决定是否签字。 消费者如因自
身原因需要退费， 应尽早通知旅
行社， 减少发生不必要的费用。

另据 《旅游法 》 第 63条规
定， 组团社因未达到约定人数不
能出团的， 可以解除合同， 但境
内游应当至少提前七日通知旅游
者， 出境游应当至少提前三十日
通知旅游者； 解除合同的， 组团
社应当向旅游者退还已收取的全
部费用。 因此， 在签订合同时要
注意旅行社的相关条款与旅游法
的有关规定是否相抵触， 以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

选择保险看需求
双方权利要明确

无论跟团游还是自由行， 由
于容易受到时差、 气候、 水土等

多方面因素影响， 难免出现身体
不适， 并且意外受伤、 行李丢失
等风险也不得不防。 因此， 建议
出游前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购买旅
游保险， 降低出游风险， 首先要
注意结合自身实际将自身确切需
求、 是否有基础病症等信息告知
旅行社或保险公司， 并明确保险
的费用、 档次、 理赔范围、 免责
条款等。 其次， 与旅行社或保险
公司签订书面保险合同， 明确双
方权利义务。 如需针对某种疾病
购买专门的保险， 更要在合同中
清晰注明， 并保留好有关凭证。
另外， 与旅行社或保险公司签订
书面保险合同， 明确双方权利义
务。 如需针对某种疾病购买专门
的保险 ， 更要在合同中清晰注
明， 并保留好有关凭证。

自由出行早安排
交通住宿早预定

国庆假期是传统的旅游旺
季， 旅游资源相对紧张， 自由行
的消费者在出行前要尽可能做好
旅游计划， 尽早预订交通工具和
住宿旅店 。 特别注意三点 ： 一

是， 预订火车票或机票时应通过
官方授权代理点、 官网或信誉好
的第三方订票网站购买， 不轻易
使用各类刷票软件， 避免个人财
产或个人信息安全受到损害； 二
是， 付款前要看清退改签等限制
条件， 查看价格是否附加保险、
专车接送等周边产品； 付款后要
保存相关支付截图、 银行交易凭
证和流水编号信息等证据 ； 三
是， 预订酒店时要留意房间是否
可以随时或限时退费， 是否有入
住时间和人数、 酒店设施使用、

退房时间等限定要求。

出境旅游早准备
风土人情须了解

随着经济的发展， 出境游也
变得越来越普遍 。 但由于在语
言 、 风俗 、 法律等方面存在差
别， 要特别注意做好以下准备：
提前了解将前往旅游地的情况。
特别是风俗、 民族、 宗教等， 并
随时关注外交部发布的注意事
项， 避免前往近期安全形势不佳
或有自然灾害的国家和地区； 妥
善准备所需证件 。 认真核对护
照、 签证、 机票、 酒店等文件是
否正确、 有效， 最好能把有关资
料和行程打印后随身携带； 要随
身携带酒店名片和适量现金， 特
别是在语言不通的国家， 以便保
持出行顺利； 牢记中国驻当地大
使馆的联系方式以及当地的报
警、 急救等应急电话， 发生意外
时尽可能保持冷静。

同时， 旅行途中因舟车劳顿
容易产生不适， 特别是老人和儿
童， 建议提前准备常用的感冒、
发烧、 肠胃、 过敏等应急药品，
以备不时之需。

理性消费须谨记
遇到纠纷应依法

对于许多消费者来说， 外出
游玩购物总是难免的， 特别在境
外旅游时， 要么是自己本身想购
买纪念品， 要么是帮亲朋好友代
购， 整体购物需求较大。 所以要
注意以下几点： 出行前尽量多做
做功课多收集一些信息， 慎重购
买定价高的珠宝玉器类等贵重物
品； 选择正规大型商店， 不轻信
“老乡店”， 更不要在位置偏僻的
小店或路边摊贩处购买； 检查产
品并保存证据， 务必查看商品的
价格、 产地、 质量， 不盲目听信
商家推荐， 不跟风贪便宜， 谨记
索取发票、 收据等凭证。

当遭遇侵权， 这些维权方式
可以选择： 1. 所在地消协组织；
2. 拨打投诉电话12315； 3. 旅游
监督部门。

□本报记者 博雅

十一国庆假期即将到
来 ， 作为本年度最后一个
长假 ， 加上秋天又是旅游
的好季节 ， 因此很多人都
选择外出旅游 。 为了让大
家在旅途中有备无患 ， 过
一个快乐舒心的假期 。 中
国消费者协会根据近期旅
游方面的典型投诉和消费
热点 ， 梳理 出 6点 消 费 提
示 ， 提醒消费者理性制定
出游计划 ， 预防意外事故
的发生 ， 做到理 性 消费 、
文明旅游、 依法维权。

中消协发布国庆旅游消费提示

知识产权人才是实施国家知
识产权战略、 建设知识产权强区
的前提和基础， 是创新驱动的核
心要素和主导力量。 丰台区知识
产权局着力于聚焦本区重点产
业， 积极构建适应区域产业特点
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 提出
“丰台区轨道交通知识产权人才
导航工程” 项目， 并喜获市知识
产权局立项。

此项工作得到了区局的充分
重视， 迅速成立了由主管领导任
组长， 相关科室人员为成员的项
目实施小组。 目前已开展了对丰
台区轨道交通产业的发展背景、
定位、 所处历史阶段、 关键技术
划分等相关调研、 对领域知识产
权重点企业的梳理统计及对国内
外领域相关知识产权人才培育机
制的调研等工作。

下一步， 拟开展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1、 调研丰台区知识产权领
军人才， 制定丰台区知识产权领
军人才选拔机制和方案。

2、 调研知识产权服务机构
现状 ， 促进服务业的进一步聚
集， 为下一步丰台区知识产权聚
集区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3、 通过专利大数据调研丰
台区轨道交通领域创新人才现
状， 形成丰台区轨道交通产业知
识产权人才培育方案。

“丰台区轨道交通知识产权
人才导航工程” 项目的实施， 对
丰台区建设具有区域产业特点及
满足多层次需求的知识产权人才
体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同时为
丰台区积极践行知识产权强国战
略， 促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提
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刘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