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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黄媛艳 通讯
员赵江薇）记者今天从三亚市旅游委获悉，为做好
旅游旺季接待工作，保障游客的合法权益，三亚将
于年底前完成旅游投诉平台12301全面升级，通
过来信、来访、电话、网站、微博、微信等多种途径，
加强旅游市场管理。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对
12301平台的升级，能让游客更方便地进行投诉
和咨询，同时也更好地完善游客与旅游管理部门
之间的沟通。针对旅游旺季高发、易发问题，三亚
除了升级旅游投诉平台外，还强化对旅游市场的
整治。

三亚真诚接纳
游客“吐槽”
年底前完成旅游投诉平台全面升级

本报三亚11月30日电（记者黄媛
艳）“年底大家都扎堆休年假，提前来三
亚旅游能避开春节高峰。”临近岁末年
终，与北京游客陈羲唐有一样想法的游
客不在少数。随着错峰游日渐深入人
心，今年我省三亚等地比往年较早迎来
度假客流，在携程旅行网评定的2014年

携程旅行口碑榜中，三亚荣膺最佳国内
旅游城市之首。

“年底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错峰出游低价款”、“海南时尚度假5日
游”、“森林主题海南骑行度假”……目
前，北京等客源地的多家旅行社和去哪
儿、携程等旅游网站，开始陆续推出冬
季海南海岛游产品，旨在吸引未休年假
的上班族制定出游计划。

年底前未休完年假，年假则会自动
作废。为此，进入11月以来，许多上班

族纷纷扎堆休年假，前往空气清新的海
岛城市、滑雪胜地等避霾、休假，搅热冬
季游。

“今年明显感觉度假客到来的时间
比往年早，可能是大家出于避霾和错开
高峰期的心理。”三亚文华东方酒店公
关部负责人透露，进入11月以来，家庭
游、婚庆蜜月游的度假客人逐渐增多，
带旺三亚秋冬旅游市场。

旅游旺季早到，如果要评选海南旅
游新业态中谁最红火，免税购物游有望

入选。“一些规定出台后，对部分人群出
国游的限制较多，但大家购买高端产品
的需求并未减弱，三亚免税购物游是今
冬海南旅游的亮点之一，也是我们力推
的产品。”三亚携程旅行社有限公司总
经理张杨透露。

为更好地推动免税购物游的发展，
今年11月初，三亚海棠区出台奖励措
施，对为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输送客源
前10名的旅行商进行奖励，鼓励旅行商
推广免税购物新业态。

政府积极为推动免税购物业态的发
展，企业也纷纷紧抓商机。早在今年10
月，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联合喜达屋海
南旗下酒店、三亚民间旅行社、三亚港中
旅等企业，组成“三亚免税欢乐购私人定
制天涯游”促销团，前往西南、西北等客
源地，推介海南的免税购物业态。

同时，为搅热旺季免税购物游市场，
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也将在圣诞节等节
日里，陆续推出主题优惠活动，赠送精品
购物券等方式打出“特惠让利牌”。

免税购物受青睐 白领热捧海岛行

错峰游提前“叫醒”三亚旅游旺季

旅游新 资讯

旅游新 观察

本报讯（记者黄媛艳）蜈支洲岛珊瑚酒店日
前正式加入世界金钥匙酒店联盟并举行授牌仪
式。这也是三亚目前唯一一家加入金钥匙酒店联
盟的海岛酒店，至此该市“金钥匙”成员增至49名。

据介绍，国际金钥匙组织起源于法国巴黎，自
1929年至今，是全球唯一拥有80年历史的网络
化、个性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品牌服务组织。迄
今为止，国际金钥匙组织遍布40个国家和地区。
1995年被正式引入中国，目前已覆盖全国各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208个城市，2000多家酒店，
逾3000名金钥匙会员。金钥匙服务已被国家旅
游局列入国家星级饭店标准。

珊瑚酒店加入金钥匙酒店联盟

鹿城“金钥匙”成员
增至49名

本报石碌11月 30日电 （记者黄
能 通讯员钟文辉）记者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七叉镇获悉，日前昌化江畔木棉观景
台一期已全部竣工。在观景台上，游客
不仅可以感受到昌化江畔木棉花的美艳
和坚韧，还可以观赏到昌化江向西缓流、
两岸群山逶迤的美景和独具黎苗风情的
美丽乡村建筑群。

据介绍，该观景台设计采用园林造
景与建筑造型协调一致的手法，在建筑
主体周边设有造型别致的景亭及木栈

道，木栈道和通往观景台的道路两旁种
植木棉树等植物，形成错落有致、生态实
用的园林美景。

昌化江畔木棉观景平台，投资194万
元，配套旅游服务站1个、休息亭2座、码
头1个、停车场1个，停车场可同时停放
100辆小轿车和2辆大巴车，码头可同时
停泊10艘游艇或柴油船等。明年开工建
设的昌化江畔木棉观景平台第二期工程，
将在原有基础上增加黎族篝火广场、钓鱼
平台和码头等设施，预计投资200万元。

昌化江畔赏红棉
登高远眺更壮观

本报营根11月 30电 （记者林容
宇 特约记者黎大辉 通讯员王丽娟）

“妈妈，你快看，那边有成群的白鹭，好漂
亮啊！”今天早上还不到7点，来自海口8
岁的王佳佳，跟着爸爸妈妈坐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白鹭湖旅游度假区的观鹭
平台上，指着湖边的草丛中飞起的一只
只白鹭喊着，兴奋不已。

“我们昨天中午到绿橙园摘绿橙，晚
上就来到这里看白鹭。”陪着小佳佳一同
观赏白鹭的家长王铭说。

据介绍，白鹭湖度假区是以天然大
型湖泊为核心，集山、林、湖、温泉等原
生态自然资源为一体的养生度假区。
计划建有168套客房，目前已有40间
开始经营。

绿橙香甜鹭鸟飞
周末请到琼中来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许
春媚）日前，由俄罗斯、乌克兰、土耳
其等三国旅游业界人士组成的考察
团来到海南，开始对海口、文昌、琼海
等琼北市县的旅游资源进行考察。
据了解，此次考察团前来踩线的目的
是为明年 3 月俄罗斯飞往海口的包
机航班旅客设计旅游产品和旅游线

路做准备。
深厚历史文化气息的铺前骑楼

老街、“神奇中医技术”的理疗院百草
堂、海滨特色博鳌风情小镇……连续
几天来，考察团一行人在文昌、琼海
两地考察了6个景区和 1个疗养点。
在沙滩细软、海水清澈的文昌东郊椰
林景区，考察团成员纷纷点头称赞。

据了解，12月上旬，三国旅游考察
团还将继续到琼北其他市县开展考
察。琼北办相关负责人认为，此次俄罗
斯等国的旅游考察团考察琼北，让琼北
旅游资源进入国际视野，而明年3月首
航的俄罗斯到海口的包机将会为琼北
地区带来大量的国际游客，丰富琼北的
客源市场。

俄罗斯等三国旅游考察团来琼踩线

琼北旅游资源闯入国际视野

11月30日，澄迈县金江镇
美郎村池塘里的睡莲盛开，吸引
了数十名来自全省各市县的摄
影爱好者与数百名游客前来参
观。该村不仅有宋代的美榔双
塔，在建设文明生态村后更有优
美的园林与生态美景，成为远近
闻名的乡村旅游热点。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睡莲冬日
露娇容

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

税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

收违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

保密规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

收违法行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

缴入库的，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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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彤

“新药方”从哪里来，又如何见效？
既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解放思
想，还需要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
名、不兴伪事的真抓实干

据本报报道，近日，在我省一些地
方，当地村民晾晒的稻谷占据了一半路
面，部分村民还不顾过往车辆，在现场整

理稻谷。
马路晒粮，不仅危及过往驾驶员的行

车安全，也给村民的自身安全埋下隐患，
同时，所晒稻谷也易受汽车尾气废液的污
染，危害颇多。而且依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
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等规定，如果因晒
粮引发交通事故，晒粮者还需要承担民事
责任甚至刑事责任。但是为何这一问题
在一些地区屡禁不止？想来，既与一些村
民“就晒一会儿，没啥大事儿”“人啥我啥，
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有关，亦与一些基
层普法宣传下不了田、执法力度打得了
折、法治建设需要“扶贫”有关。

要想去民之“贫”，便要知民之“贫”。
需要看到，马路晒粮既非我省独有，也不

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问题，而是一些村民
在生产需求上的“无奈之举”——随着粮
食的高产，即便有村民建有平顶房，也已
难满足晒粮的场地和时间需要，而旧时的
晒场，也往往被挪作他用。而且还需看
到，随着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城镇化建
设的逐步推进，类似的老问题，如燃烧秸
秆等，仍会因农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
等，在一定时期内与马路晒粮“夫唱妇
随”。同时，一些新问题，如部分农民进城
后在阳台养鸡鸭、在绿化带种菜等，也开
始冒头，与老问题叠加发难。

老毛病没改，新病毒又生。如何防治
这些与和谐社会格格不入、与百姓期待亦
不相符的问题？不仅需要我们在执法监管
上，杜绝普法执法的盲区，常跑田间地头看

看，常到背街小巷转转，发现苗头及时管，
发现问题重拳查，把法治落实在“同一起跑
线”上。同时，更需要我们换思维谋发展。
毕竟，“洗脚上岸”“换脑筋进城”不仅是村民
的事情，也承载着社会的关切。而且，也

“只有首先‘摆脱’了我们头脑中的‘贫困’，
才能使我们所主管的区域‘摆脱贫困’”。

以马路晒粮和绿化带种菜等现实窘
迫为例。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的同
时，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尝试通过政府之手
和市场之手的共为，为农户把脉开方，帮
群众抓药解忧。如浙江诸暨就通过专项
资金扶持种粮大户购置烘干机，让村民不
再为收割遇雨、晒粮没地而发愁；上海市
闵行区也对居民在不影响邻居、不影响小
区整体环境、不占用公共绿地的情况下，

利用庭院、阳台种植瓜菜开了绿灯。
“新药方”不来，“老毛病”难去。其

实，之于我省而言，这些年也已在不少项
目上，进行了启动新思维、适应新常态的
积极尝试。如为了解决传统烟熏烘烤槟
榔的扰民增污，我省就不仅由财政部门安
排了相关资金，在万宁、定安、屯昌等地，
开展了新建槟榔烘干设备建设补贴扶持，
助推槟榔烘干技术绿色改进，还发动企业
利用自身技术和资源优势，展开反哺，协
助槟榔加工户新建环保绿色烘干炉，实现
了槟榔烘烤由“黑”转“绿”的生产转型。

“新药方”从哪里来，又如何见效？
既需要以更大的勇气更多的智慧解放思
想，还需要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
名、不兴伪事的真抓实干。

从马路晒粮看转型发展新思维

据新华网报道，一台核磁设备，出厂
价仅200万元，医院采购价却高达1200
万元。近日，在武汉第五届全球公共采
购论坛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吕
本富披露的这一“内幕”，让与会者震惊。

不仅仅是医药采购，近年来，时有
爆出的昂贵制服、天价买酒、用iPod做
U盘、次品学生桌椅等事件，均让公众
对本该透明阳光的公共采购领域颇有
怨言，并呼吁追责问责。毕竟，失控的
公共采购权之后，隐藏着怎样的权钱交
易的利益链，跳跃着多少吞噬觊觎公帑
的“大嘴猴”，都不该是职能部门和公众

“心照不宣”的事情。

在我国公共采购市场规模已超过
20万亿元的时下，如何管好为民理财
的“掌柜”，杜绝大大小小的糊涂账？已
不仅是一道考验执法部门执法能力的
法治题，更是一道考验职能部门执政水
平的政治题，考验地方政府为民服务责
任心的民生题。不仅需要我们针对个
案，拿出抓铁有痕的手段捕“硕鼠”，更
需要在日常的工作中，拿出踏石留印的
劲头强作风。这正是：

人在做事天在看，天价采购惹民怨。
莫道贪墨人不知，莫因权重耍手段。
伸手被捉是常道，莫陷囹圄方悔忏。

（文/乐南 图/刘军）

■ 苑广阔

“带走一本图书的同时，留下一本图书即可”，
日前，长沙市天心区桂花坪街道银桂苑社区11个

“诚信书屋”亮相社区，因为外观极像“鸟巢”，居民
们称之为“鸟巢图书馆”。（11月30日《长沙晚报》）

阅读在当下是个很微妙的话题，它不会永远
沉寂，比如每年的“阅读日”都会引来媒体的密集
报道和公众的广泛关注，国家还准备推动“全民阅
读”立法来倡导国民阅读。但是同时它又显得有
些不温不火，远远没有每天的股市涨停那么吸引
眼球和关注。这似乎正契合了阅读本身的那种特
质：外人看来总是单调、乏味和寂寞的，但是个中
的精彩只有阅读者自己心里最能体会。

而最近在长沙市天心区，当地的社区和居民，
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阅读习惯，开
启着城市阅读的全新模式。这些被设置在城市公
交车站、休闲广场和学校门口等地段的“鸟巢图书
馆”，因为样子像一个个鸟巢而得名，它真正的名
字是“诚信书屋”。在这里借阅图书不需要借书
证，也不需要押金，凭借的完全是借书者的诚信。
而你借书的资格，就是把一本你自己暂时不看的
书放在“鸟巢图书馆”里面，供他人借阅。

如此一来，借走一本书的同时，再补充一本书，
也就实现了图书的流动和循环，让大家都能看到自
己想看的书，而且还是免费的。这些参与“鸟巢图
书馆”创建与图书借阅的人，既是“筑巢者”，同时也
是受益者。当现在很多人感叹身边喜欢读书的人
越来越少，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的时候，也许
并没有细究背后的原因。在一个节奏快、压力大的
社会，人们因为忙于工作而减少了阅读时间，也许
只是原因之一，另外一个原因则是阅读门槛的提高
——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相应地，图书馆离
人们越来越远，很多人也就“懒得”去趟图书馆了；
再比如图书定价越来越贵，也让我们远离书本等。

而“鸟巢图书馆”的出现，却很好地解决了一
些问题。因为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在上下
班、上下学甚至是出门买菜的时间，就可以顺便看
看里面有没有自己感兴趣的图书。与此同时，它
又是完全免费的，不用我们花费一分钱就可以享
受到一顿精神大餐。这实际上就为很多人扫清了
目前存在的阅读障碍，让阅读变得“零门槛”。笔
者希望，类似的“零门槛”能在更多社区出现，在更
多城市出现，为推动“全民阅读”贡献一份力量。

阅读“零门槛”
开启全民阅读新模式

@人民日报：在大多数农村，今后相
当长时期内，普通农户仍占大多数，农民
非农就业机会有限，土地承担着农民的就
业、社保等功能，如果不顾实际强推流转，
硬把农民挤出土地，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
题。事实上，适度规模经营并非土地集中

一条路，也不是离开公司就干不了。
@解放军报：近几年文艺界里的一些

人，为了能吸引眼球、捞钱致富，在正常的
文娱活动中掺杂进去一些乌七八糟的东
西。人们不是从中得到乐趣、得到知识、
得到教养，而是被肮脏、低俗、无聊所熏
染；似乎看到的到处是丑恶，到处是骗局，
到处是虚假，无形中造成了对社会的不满
情绪。尤其是对青少年的毒害更大。

@福建日报：对城市道路临时停车位
作为财政收入项目进行收费，法律并无明
确规定，各地大多以行政事业性收费将其
列入政府非税财政收入，从而为监管留下
漏洞。一方面，经营权出让的市场化程度
不够，存在极大的随意性，有人甚至和街道
办领导打个招呼就能开停车场；另一方面，
政府向停车企业收取的经营权费用、占道
费，缺乏审查和监督，存在暗箱操作空间。

■ 朱四倍

近日发布的《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
报告》显示，虽然我国工时制度逐步与
世界接轨，但加班等现象仍然严重。（11
月29日《中国青年报》）

“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舟
车劳顿成为大城市人群每天都要经历
的事情”“中国人假期时间远少于世界
平均水平”等调查表明，在我国，劳动者
的时间问题正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公众相对熟悉和恐惧的“过劳死”
现象是“劳动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问

题的另一注脚。我国劳动者的年工作
时间是2000～2200小时左右，不仅与我
国经济发展和GDP增长应该释放的红
利不匹配，让劳动者多少有些辛酸和落
寞，也警示我们，在维护劳动者权利的
道路上，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回答“劳动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是观测社会和个体幸福感的重要考
量。“九成行业周工时超过40小时”足以
说明加班加点决非个别现象，隐藏其后
的事实就是，不管外力强迫也好，还是
主观自愿也好，众多劳动者的权利正在
遭遇侵蚀。而长时间的超时劳动，不仅
危及着个体劳动者的健康，影响个体幸
福，也拉低了社会的幸福感指数。

任何个体因过劳而远去，带给我们的

都是穿透内心的冰冷和无助。看似个体
承担了过劳的代价，实则是社会付出了更
大的人性和温情成本，甚至还要支付“离
心力”增强的代价。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
方面。如果不对这些状况加以改变，消极
情绪的积聚就可能让“过劳死”成为一种
社会病，进而引发社会和个体双重危机。

“劳动者的时间都去哪儿了”的背后
也折射着企业和员工的不平衡关系。智
联招聘网此前的一项调查显示：六成上班
族由于频繁加班而健康每况愈下，但面对
企业的晋升和淘汰机制，只有选择“自愿
加班”，尽管劳动者感觉苦累，也只能默默
忍受。换句话说，异化的劳动者时间“自
愿”付出成了无偿的“支援”，这不仅背离
了文明，更销蚀着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

劳动者时间去哪了考量幸福

微 评

来 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