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婚姻不仅仅是个人问题， 也是家

庭问题， 更是社会问题。 树立和形成符

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良好婚姻风尚需要

民政部门发挥指导作用， 充分发挥冷静

期制度在家庭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吴

瑞君说。

在市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在线咨

询活动上， 吴瑞君带着 “离婚冷静期”

相关问题咨询了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回应称， 针对离婚冷

静期， 已会同上海图书馆建设了家谱家

训服务平台， 并于 《民法典》 施行日上

线。 当事人可以在各区婚姻登记中心用

手机扫二维码获得信息。 同时会同市妇

联研究制定了本市推进新时代婚姻家庭

辅导教育实施意见， 指导全市开展婚姻

家庭辅导教育。 此外， 本市各级民政部

门都设立了婚姻家庭辅导室， 提供政策

宣传和心理疏导等工作。

“另外， 我们对于调整后的政策，

特别是离婚冷静期程序予以公示， 同时

实行网上预约。” 市民政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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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游”还需“游”法可依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翟梦丽

上海是个深度老龄化城市， 旅游成为了申城退休市民最惬意的休闲方式。 随着夕阳红旅游业的红火， 老年旅游服务市场乱象

也常常令人震惊。 今年上海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尚艳华就带来了一份有关规范上海老年旅游服务市场的代表建议。

申城老人热衷旅游

尚艳华代表指出， 截至 2019 年，

我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 2.54 亿人，

约占总人口的 18.1%。 随着整个社会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人们普遍的享乐意识改

变， 老年人的出游意愿也逐渐提升。 据

一项全国调查显示， 60 岁以上老年人

有出行意愿的人数比例高达 87%。 这表

明绝大多数老年人将出游作为自己休闲

度假的养老生活方式， 老年旅游服务市

场潜力巨大。

而上海是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

且老龄化程度最深的城市之一。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户籍 60 岁及

以上老年人口 518.12 万人， 占户籍总

人口 35.2%， 该比例较 2018 年年末的

34.4%提高 0.8 个百分点， 增速明显高

于全国其他城市。 上海市 60 岁以上的

老年人大部分都能过着“有钱、 有闲”

的美好生活， 老年旅游市场发展相对比

较成熟。 据调查， 上海市老年群体中的

大部分人会为排解生活单调、 情感寂寞

和维护社交关系等原因选择结伴出行，

老年旅游市场一直受到社会多种业态的

“过度” 关注。

老年旅游市场乱象频频

尚艳华代表表示， 尽管旅游相关的

法规比较完善， 目前有 《中华人民共和

国旅游法》、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

范》、 《上海市旅行社管理办法》 等。

但是老年旅游服务市场依旧比较混乱。

自 2000 年以来，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

进传统旅游行业市场趋于规范， 以酒

店、 机票和门票为代表的旅游要素价格

体系日趋透明化， 但大部分老年人由于

接触互联网较晚， 甚至还有部分群体存

在联网使用障碍， 导致现有的旅游产品

和服务无法满足老年人群的旅游需求，

以至于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以低价为噱头

的不合规、 不合法的甚至故意设置消费

陷阱的“黑色” 旅游产品服务乱象， 不

仅给老年旅游者带来了物质和精神上的

伤害， 也严重影响着上海市旅游行业的

整体形象和旅游人的口碑， 例如经常以

“低价揽客” 和“强制消费” 或“诱骗

消费” 为典型特征的恶性旅游事件时有

发生。

因此，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 上海市

急需寻找一种系统性的方法来对其进行

源头性的产品设计、 服务规范和监管疏

导。

3点建议保障老年人旅游权益

为了更好地关怀老年旅游消费群

体， 不断满足其精神文化生活和物质生

活享受的双重需求， 尚艳华代表就如何

设计和推出既能适合老年旅游人群消费

的系列文化养康旅游产品， 又能建立起

不完全依赖于网络平台的销售服务信任

体系， 同时在监管治理层面合力堵住当

前旅游市场的地下灰色产业链等规范老

年旅游服务市场方面， 提出了 3 点建

议。

首先， 尚艳华代表建议鼓励成立专

门的专业研发团队， 设计系列文化养康

旅游产品。 尚艳华代表指出， 老年旅游

市场的旅游消费特征表现为“三多一

低”， 即出行次数多， 出行人数多， 购

物频次多， 产品日客单价低。 这就需要

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社会组织如市区旅游

协会出面组织专业的旅行社和旅游产品

供给链条的相关企业共同参与， 成立专

门的专业团队， 研发和设计出更多适合

老年人出游的系列产品， 来满足老年旅

游人群对于周边游、 长线游、 度假旅

居、 特色或主题游等需求的多元化、 个

性化且价廉物美的系列旅游产品。

同时， 鼓励具有一定公信力的社会

组织参与， 搭建为老销售服务信任体

系： 根据部分老年旅游人群在互联网使

用相对困难和对于售前、 售中、 售后需

要上门或电话服务的真实需求， 切实挤

压直至驱逐现有市场上以“社区黄牛小

广告收客” 的无门槛违规揽客、 “洗脑

式保健品销售免费送旅游产品” 等为特

征的“坑老销售服务” 乱象， 切断老年

旅游市场的出行人为安全隐患。 旅游行

业协会牵头组织文旅专家和法律界人

士， 就如何建立规范的老年旅游市场销

售服务信任体系展开深入调研论证工

作， 并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在行业内

推广使用。

最后， 要在监管治理层面， 多方合

力堵住漏洞。 根据国家和地方既有法

规， 参考其它地方相关旅游标准、 规

范， 依据上海市老年旅游市场特点， 如

进一步修改和完善属于上海市地方性的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规范》， 鼓励旅游

行业协会等相关社会组织和社区干部一

起参与到规范和净化老年旅游市场工作

中来， 指导旅游行业切实规范经营行

为， 共同维护老年旅游市场秩序， 切实

保障老年人的旅游合法权益。

政协委员建言“离婚冷静期”：

不能任由当事人自行“冷静”，相关配套要跟上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夏天

“要使‘离婚冷静’ 期规定切实发

挥作用， 实现立法初衷， 就不能任由已

达成离婚意向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冷

静’。” 市政协委员吴瑞君说， “相关配

套机制要跟上。”

1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的 《民法典》

中， “离婚冷静期” 的设置一直备受关

注。 如何才能更好保障 《民法典》 新规

落地落实？ 如何更好引导形成保障婚姻

自由、 反对轻率离婚的婚姻家庭理念？

正在召开的上海“两会” 上， 记者先后

采访了吴瑞君、 黄绮、 徐珊珊等多位政

协委员。

新规如何真正落地？

不能仅靠自行“冷静”

“我理解， 设置离婚冷静期的主要

目的是减少冲动型离婚， 维护家庭完

整， 保护家庭成员， 尤其是未成年家庭

成员的利益。” 谈起自己对“离婚冷静

期” 关注的初衷， 吴瑞君说是因为受邀

参与了民政部门婚姻家庭发展相关课题

研究。 在吴瑞君看来， 离婚冷静期制度

的设计， 在完善我国离婚登记工作程序

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于是我就一直在思考， 除了让当

事人自行冷静， 要让这一制度真正发挥

作用， 政府和社会还能做些什么？”

“提供配套服务是离婚冷静期发挥

效用的内在要求。” 吴瑞君说， “要使

冷静期规定切实发挥作用， 不能任由已

达成离婚意向的双方当事人自行‘冷

静’。 需要做好婚姻冷静期的政策宣传，

做好当事人心理引导工作。 针对家庭纠

纷调节需求， 需要提供家庭婚姻关系的

配套公共服务。”

建立配套机制

引入专业公共服务

为此， 吴瑞君向大会递交了一份

《离婚冷静期实施后离婚登记工作面临

的新挑战及其政策建议》 的提案建议，

建立相关配套机制， 充分发挥社会力

量， 拓宽“冷静处理” 的实现路径。

吴瑞君建议， 积极吸纳具有婚姻家

庭相关专业和经验的社会组织和志愿

者， 出台具体可操作的方法。 在离婚冷

静期的调节工作中融入婚恋指导、 心理

辅导、 法律咨询和家事调解等家庭婚姻

工作内容， 根据当事人的具体问题， 细

化婚姻矛盾的化解和家庭纠纷的调节。

同时组建一支冷静期婚姻关系调查员队

伍， 通过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引入更

多社会力量参与。

对于吴瑞君委员提出的“离婚冷静

期” 需要建立配套机制的理念， 列席上

海“两会” 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黄绮、

市政协委员徐珊珊均表示赞同。 “离婚

冷静期设立的初衷是好的， 但如何实现

这个初衷需要动脑筋。 有第三方介入可

能会取得更好效果。” 徐珊珊委员说。

“如果只是简单做一个离婚冷静期

的登记， 让双方等待 30 天， 某种程度

上这一制度确实很难真正发挥作用， 有

时确实需要第三方介入。” 黄绮说。 但

她同时提醒， 在具体操作时必须妥善处

理好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

“无论是接受调解， 还是提供法

律、 心理咨询等等， 都有一个前提， 那

就是必须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 黄

绮委员建议， 可以在双方申请离婚， 进

入离婚冷静期之时， 由婚姻登记部门增

设一个口头或书面“建议”、 “告知”

程序， 征询其是否有婚姻关系调适服务

的需求。 “这个婚姻关系调试服务包括

一些法律服务、 心理咨询服务、 调解服

务等等， 也需要有相应的专家队伍。”

这一建议与吴瑞君不谋而合， 她在

提案中亦建议， 婚姻登记机关在受理离

婚登记申请时， 需要向当事人告知其在

离婚冷静期内可以获得哪些公共配套服

务，以及这些服务获得的方式、途径，确

保有意愿、 有需求的当事人能够较为便

利地得到相应服务。 此外， 吴瑞君还建

议，加强婚姻文化建设，引导形成保障婚

姻自由、反对轻率离婚的婚姻家庭理念。

黄绮认为，“离婚冷静期” 的设置更

多是为了防止冲动型离婚，倡导缓离、慎

离，尤其是对有未成年成员的家庭。“如

果结合第三方配套服务， 真正能化解婚

姻家庭中的矛盾， 离婚冷静期才有意义

和价值。”黄绮说，“但在引导与维护家庭

和谐稳定的同时，‘手’也不能伸得太长，

不能‘硬做’，还是要保障婚姻自由。 ”

民政局回应：

已搭建平台 制定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实施意见

本报讯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主席团昨天举行第二次会议。 市十五

届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并审议关于接受市人大

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辞去市人大常委

会和专门委员会职务请求的决定 （草

案）， 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会议

听取了大会副秘书长郑健麟作的大

会补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和

通过市人大部分专门委员会主任委

员人选办法（草案）的说明，审议办法

草案，决定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市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