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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长弘·御墅交房公告
尊敬的长弘·御墅业主：

我公司所开发的位于海口市秀英区美
华路 8号的“长弘·御墅”小区现已通过竣工
验收，具备交房条件，根据双方签订的《海
口市产权式酒店客房买卖合同》有关交房
时间的约定，请您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至
2018 年 11 月 10 日，前来我公司办理入伙交
房手续。

恭祝各位业主入伙大吉！合家幸福！
万事如意！

特此公告！

海南福记南洋置业有限公司
2018 年 10月 5日

供 求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椰海大道酒店整栋租
写字楼招租18689818424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海
口
发
行
站

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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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
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温馨提示：信
息 由 大 众 发
布，消费者谨
慎选择，与本
栏目无关。

▲李树坚遗失坐落于文昌市蓬莱
镇石壁村委会槟榔仔二队的集体
土地使用证，证号：文集用（2011）
第008269号，特此声明。
▲赵有纲遗失身份证，证件编号：
460100195810100614，特此声明。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玉和花园 大三房出售
首付33万 6楼13807671757

业主新房转让
海口金贸西路28号晋联大厦：酒
店(可分割小户型住宅)6000m2；商
铺(层高7.8米)三个约250m2；住宅
319m2、119m2各一套；地库车位
86个。另有太平洋别墅一套270m2。
砍价电话：杜女士：18603466773
郭先生：13876000499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记者4日
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综合各地旅游
部门、通讯运营商、线上旅行服务商上

报和提供的数据，经中国旅游研究院
（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10月1
日至4日全国接待国内游客5.02亿人

次，同比增长8.80%；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4169亿元，同比增长8.12%。

数据显示，假期前4天，国内旅游

城市道路交通压力增加，多个重点景
区（点）人气火爆，客流达到峰值。景
区和相关部门及时启动分时段预约售

票、多线路游览、周边路段临时交通管
制等措施，加强游客疏导和管理，旅游
市场秩序总体良好。

国庆假期前4天全国接待国内游客5.02亿人次

新华视点
“刷”出来的订单、“编”出来的赞

民宿“刷单”套路
“十一”长假期间，不少游客选择在民宿住宿，订单量和评价是最重要的参考依据。但

“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无论订单数量还是评价内容，都有可能是“刷”出来的，有的网
红客栈甚至每天花千元左右“刷单”。

浙江一位经营民宿的王女士透
露，她去年新开了一家民宿，开始完
全接不到订单，更无人评论。但她惊
讶地发现，同一景区新开业的一家客
栈，刚刚两个月评论就有100条，在
平台上的排名一路领先。

一问才知道，这家客栈并没有
接到订单，而是花钱请人刷单，获得
流量支持，迅速提升了曝光度。王
女士也把房源投放到10个OTA（在
线旅行社）平台上，并找人“刷单”、
写评论。

河北的李方今年年初开办民宿，
他通过百度贴吧找到“刷手”，以一单
3至10元的价格，平均一个月“刷”

30单，自家的民宿很快在平台推荐
榜单的热门关键词中排名第一。“很
多人都‘刷’。不‘刷单’就没有流量、
业绩，店铺就不可能被消费者看见。”
李方说。

业内人士透露，“刷单”在民宿行
业较常见。当前，大理、丽江一些民
宿客栈的从业者，日均花费千元左右

“刷单”。
据悉，还有不少网红民宿并不在

OTA平台上销售，而是通过微信公
号和小程序对外接单，想要“刷好评”
非常方便。一些基建装修甚至选址
环境都不好的民宿，在社交媒体上大
肆渲染火起来，实际入住体验很差。

记者采访发现，一些人专门做
民宿“刷单”生意。他们往往潜伏在
民宿业微信群中，伺机搭讪聊生意，
服务项目包括刷成交量、刷好评、删
差评等。

记者进入一个名为“酒店单群”
的微信群，发现不少商家在其中发
布“刷单”需求，“刷手”自由接单，每
条费用为3到10元。记者发布一条
购买“刷单”服务的信息后，很快就
有一名“刷手”接单，声称他给今年9
月才开张的桂林一家民宿“刷单”，
一个月内就使这家民宿在平台的各
项评分中达到最高分。

记者在微信上联系到另一个

“刷单”中介，其朋友圈充斥着各类
“刷单”广告。他说，一些小规模的
“刷单”商往往是一个手机，换着账
号下单，这样几个人一天就可以做
很多单，但是被查的风险高。而其
所在的公司有自己的“刷单”团队，
一个人只做一单，每天换不同的人
给商家做，风险较低。

曾经从事“刷单”的小陈告诉记
者，一般的“刷单”流程如下：“刷手”
先在商家进行虚假“消费”，刷评价
所需评语和照片都由商家提供。“刷
单”完成后，商家把“消费”本金和佣
金一起支付给“刷手”。

“我兼职‘刷单’那会儿，每单佣

金最少2元最多十几元，一个月能刷
200多单，最多能挣2000多元。如
果商家不给钱，我就给他刷差评。”
小陈说。

删差评是如何实现的？记者调
查了解到，国家加大治理力度后，第
三方“删差评”已经很难实现。一些
民宿从业者要么直接联系消费者赔
钱认错，请消费者删除相关评价，要
么请专门团队接单，后者想办法促
使消费者删差评。极端情况下，一
些“刷单”团队还会对消费者威胁恐
吓。删帖难度加大助推了收费价格

“水涨船高”，每条收费从原来的几
十元上涨至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
发布报告称，2015－2017年，我国共
享民宿的营业额年均增速约为65％，
预计到2020年，市场交易规模有望达
到500亿元，房源将超过600万套。

“刷单”透支行业公信力，国家
层面正在加大依法治理的力度。新
修订后自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
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对
其商品的销售状况、用户评价等作
虚假宣传，违者将被处20万元以上
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处10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
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

授介绍，电商平台违规今后也将被
严管。自明年1月1日起施行的电
商法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知道或
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经营者有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但未采取必
要措施的，电商平台经营者擅自删
除消费者的评价的，都将视违法类
别和情节轻重受到相应惩罚。

专家表示，斩断“刷单”链条，要
坚持堵疏结合，治标更要治本。

从电商平台的评价体系来看，
很多平台是根据民宿客栈销售额的
高低来决定是否将其优先推出。而
影响从业者在平台内的“默认排名”
因素，主要是销售分、佣金分、点评

分等，分别对应销售量、向平台交纳
的佣金高低、好评数量，这就为从业
者“刷单”提供了动力。

多位民宿从业人士建议，电商
平台应设计更为合理的排名规则和
激励方案，不唯“好评”论英雄，而是
给“菜鸟”以机会，扶持其成长。

据悉，多地正加快相关制度探
索。如成都最近出台的民宿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鼓励社会机构开展
民宿服务质量与信用评价，引导社
会力量广泛参与舆论监督，确保民
宿经营者和第三方平台诚信经营，
进一步挤压“刷单”空间。

（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欧洲宇航员正在学中文
新华社德国不来梅10月3日电 欧洲航天局局

长扬·韦尔纳3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透露，欧
航局希望与中国在航天领域加强合作，一些欧洲宇
航员正在学习中文，为以后可能更多的合作做准备。

一年一度的世界航天界最大盛会国际宇航大
会正在德国城市不来梅举行。韦尔纳在会议期间告
诉新华社记者，欧航局非常希望促进航天领域的国
际合作，而中国是国际航天合作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新华社华盛顿10月3日电（记者刘晨 朱东
阳）在国际法院宣布对“伊朗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
好条约案”拥有管辖权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3日
宣布，美国终止与伊朗在1955年签署的友好条约。

蓬佩奥当天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记者表示，美
国早就应该退出这一条约。他说，伊朗过去的“恶意
行为”令其此次在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显得“荒谬”。

3日早些时候，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院宣
布其对“伊朗诉美国违反1955年友好条约案”拥
有管辖权，并要求美国立即停止针对伊朗人道主
义物资及民航安全相关商品和服务的制裁。

今年5月，美国政府在一片反对声中宣布退
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重启一系列对伊制
裁。7月，伊朗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重
启制裁违反两国于1955年签署的《友好、经济关
系和领事权利条约》，要求国际法院指示临时措
施、要求美国立即停止针对伊朗的制裁。

美国宣布
终止与伊朗的友好条约

10月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在记者会上发言。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10月3日，在秘鲁首都利马，媒体聚集在前
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的住宅外。

秘鲁最高法院3日宣布，废除去年12月对前
总统阿尔韦托·藤森给予的人道主义赦免。这意
味着，藤森必须重返监狱服满余下刑期。同日，藤
森前往医院就医。 新华社/路透

秘鲁最高法院
废除对前总统藤森的赦免

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帕
卢，人们在废墟中寻找物品。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说，9月28日发生
的强烈地震和海啸已造成1407人死亡，另有113
人失踪，7万多人被安置在临时避难所。目前已
有6000多名救援人员在灾区继续搜寻幸存者。

新华社/美联

印尼强震及海啸
已造成1407人死亡

国际观察 不是“软脱欧”不是“硬脱欧”

英国渐入“盲脱欧”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年会3日落幕。在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
“脱欧”方案遭欧盟否决的背景下，保守党在本届年会上并未就“脱欧”
提出新方案。

到目前为止，英国执政党和反对党均无法就如何“脱欧”给出清
晰、有号召力的方案。距离正式“脱欧”不到半年，英国将以何种方式
退出欧盟仍不得而知。“软脱欧”和“硬脱欧”之争尚未尘埃落定，或许
“盲脱欧”才是英国“脱欧”的真实现状。

10月3日，在英国伯明翰，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年会落幕，图为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在年会上发表演讲。 新华社/法新

“刷单”并不鲜见，有客栈为此每天支付千元A 堵疏结合斩断“刷单”链条C

“刷单”是如何实现的？B

执政党
无力提供新方案

本届保守党年会前，欧盟正式否
定了特雷莎·梅提出的“契克斯计
划”。这份寻求在英欧之间设立“货物
自由贸易区”的“脱欧”方案命运多舛，
提出后即导致保守党内分裂，包括外
交大臣、“脱欧”事务大臣在内的多名
内阁成员因政见不合辞职，一度引来
对英国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尽管会前有预测认为本届保守党
年会可能会推出改良版的“脱欧”方
案，但特雷莎·梅在年会演讲中并未提
出任何新方案，而只是表示，虽然“无
协议脱欧”对英欧而言将是“双输”，但
如果不得不这样，英国也不会惧怕。

会上，“契克斯计划”遭到前外交
大臣约翰逊抨击。约翰逊等公开反对
首相“脱欧”方案的保守党政客将此次
年会作为彰显立场、展示实力的舞台，
为未来角逐党内领导权增加筹码。

现任内阁成员则“一致对外”。国
际贸易大臣福克斯和外交大臣亨特等
保守党官员警告，欧盟将为陷入僵局
的“脱欧”谈判付出代价。内政大臣贾

维德则宣布了一场“移民革命”，明确
英国“脱欧”后将结束目前欧盟公民自
由出入英国的待遇，也不会优先考虑
给予欧盟低技能劳工入境签证。

反对党
无意明晰“二次公投”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于9月下旬

举行了年会。工党领导层在本届年会
上正式抛出“二次脱欧公投”动议。动
议说：“如果无法（提前议会）选举，工
党将支持所有可行的（‘脱欧’）方案，
包括由人民投票（决定）。”

“二次公投”动议反映出许多英国
人对英欧谈判失败、“无协议脱欧”将
危及英国经济的担忧。

就“二次公投”究竟该“投什么”，
例如是否应包括“让英国继续留在欧
盟内”的选项，工党成员争得面红耳
赤。短短几十字的“二次公投”动议，
工党大会耗费 6 个小时征集各方意
见、修改措辞。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举行“二次公
投”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一动议很可能
造成英国议会内部更大程度的分裂，
对“脱欧”进程不具建设性。

“盲脱欧”
无法预测未来

保守党年会期间，会场外一度聚
集上千名挥舞欧盟旗帜的示威者。他
们抱怨说，英国选择“脱欧”是盲目之
举，英国忙的不是“软脱欧”也不是“硬
脱欧”，而是“盲脱欧”。

有观点认为，英国目前的党派政
治几乎全部围绕“脱欧”，牵扯了政府
制定长远发展目标的精力，这本身就
是一种盲目。

英国与欧盟目前仍在多个领域存
在分歧且不愿妥协，其中最敏感的问
题之一是北爱尔兰边境问题。如果不
能尽快就核心分歧达成妥协并拿出切
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双方将不可避免
迎来“硬脱欧”的结局。

目前看来，“硬脱欧”的可能性正
在不断增大。如果无法在今年 11 月
前完成“脱欧”谈判，英欧的贸易往来
届时将不得不退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
架下进行，这对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
英欧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双方贸易成
本预计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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