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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4日讯（记者 周月桂）节俭消费成
风潮， 高端餐饮最难受。“餐饮业目前很不景气，
尤其是高端餐饮业，自去年12月以来营业额平均
降幅达35%，最高降幅60%。”省商务厅日前召集
部分品牌餐饮企业、宾馆，探讨餐饮业集体“过
冬”之策。

据省商务厅调研，2003年以来，湖南餐饮行
业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幅。 但自2012年12月开
始，餐饮行业业绩整体滑坡，今年以来下滑加剧。
据全省大部分市州调查，1至2月， 餐饮行业销售
总额与往年同期比平均下降18%， 其中高档宾
馆、酒楼受影响更大，自去年12月以来平均降幅
达35%。新长福、金水湾等高端酒店订餐受影响
极大，2至3月消费额下滑约50%。

商务宴请急剧下滑， 餐饮企业黄金期遇冷。
去年底中央“八项规定”、湖南“九条规定”出台
后，商务宴请急剧下滑。元旦至春节期间本应是
餐饮行业尤其是高端餐饮的黄金收获期，各类团
拜宴、团年饭等都集中在这一时段，常常一桌难
求。而今年的1至2月，政务宴、商务宴、团拜宴锐
减，这部分消费不到往年的20%。

利润大幅缩水，企业“开源节流”。华天酒店
今年推出了优惠套餐，同时从能源、菜品、服务上
下功夫，合理配置企业内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
秦皇食府则全线下调菜价， 并推出系列特价、优
惠套餐，希望能重新赢回市场，不过收效甚微。

调整思路，转型升级，餐饮行业盼整合。省商
务厅商贸服务处处长刘飞称，餐饮业是拉动内需
的重要引擎，其经营滑坡也会影响到相关的上下
游产业，高端餐饮企业要调整经营思路、转变经
营模式。省餐饮行业协会会长周新潮表示，降价
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多元化市场格局中，餐饮
业整合升级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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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曹娴 孙振
华 通讯员 刘利辉 和大波 ） 隧道掘
进， 盾构机所向披靡， 依靠的正是锋
利无比的盾构刀。 盾构刀因此被誉为
盾构机的“牙齿”。 株洲硬质合金集团
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盾构机刀具重要
的供应商。

株硬总经理吴国根今天接受记者
采访时透露， 近日长沙地铁1号线省政
府至友谊路区间右线成功贯通， 盾构
机掘进使用的刀具， 就是由株硬提供。
据承担施工任务的中铁十二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全区间1.2公里， 没有更换
刀具， 一次掘进成功。

盾构机被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装
备制造水平的重大关键装备； 其中的
盾构刀更是“皇冠上的明珠”， 其性能
优劣决定了盾构施工的质量、 效率与
成本。 然而， 此前盾构刀具几乎被国
外品牌所垄断。

2010年， 株硬“高性能硬质合金
关键原材料及盾构刀具产业化技术研
究” 被列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

2011年株硬成立钻掘工具公司， 专门
从事盾构刀具的研发和生产经营。 目
前， 其自主研发设计、 制造的各类滚
刀、 硬质合金齿刀等盾构刀具， 能配
套使用于国内外所有知名品牌盾构机，
满足盾构机在各种地质条件下的掘进
作业。

没有金刚钻， 不揽瓷器活。 株硬
盾构刀具声名鹊起， 靠的是一次次施
工中攻坚克难显露出的实力。 2012年
8月， 深圳地铁某标段施工， 地质条件
极其复杂， 株硬提供的刀具性能大大
优于其他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赢得了
施工单位的高度评价。 最终， 株硬以
整体承包方式， 为施工方提供全部盾
构刀具。

据了解， 除长沙外， 株硬的盾构
刀已在北京、 深圳、 广州、 沈阳、 南
京和成都等地的地铁及铁路隧道建设，
以及南水北调工程、 西气东输长江穿
越工程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和市政管
网建设中， 大显身手。 今年一季度，
该公司盾构刀产量比上年增长1064%。

在北京、深圳、广州、沈阳、南京、成都、
长沙等地地铁施工中大显身手

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

“株硬”为盾构机
装上“利齿”

本报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黄晓军 吴文星

从4月10日开始，凤凰古城旅
游推出“新政”，由原来的“9个景
点”收费，改变为“古城核心区”收
费。本报于4月11日以《凤凰：新收
费方式面面观》 为题对此事进行
了全方位的报道。旅游“新政”实
施5天了， 我们再次聚焦这里，跟
踪进展。

天下凤凰
从2001年凤凰古城公司租赁

经营凤凰古城开始，凤凰旅游正式
起步， 当年游客只有57万人次，
2012年达到690万人次，以旅游业
为主的第三产业的收入，占到了财
政收入的70%。旅游业提供就业岗
位2万个，旅游从业人员达6万人。

然而， 经营诚信等问题随之
而来，甚至开始危及“凤凰古城”
这一旅游品牌。

如商业门面和家庭客栈的租
赁费，直线上涨。据凤凰古城家庭
客栈协会会长王一珍介绍， 临沱
江的北边街，有31户家庭客栈，其
中29家租赁经营， 每间房子的年

租金达到了3万元。
记者在沈从文故居旁采访一

位曾姓下岗女士时得到了印证，
她说：“我家5间房，12个床位，7至
9月是旺季，住宿者多，黄金周则
更多，周末有少量客人，但大多时
间是空置的， 凤凰并不是遍地黄
金。”

客栈经营者中，40%为租赁
经营。不难想象，租赁经营者的压
力有多大。

而1009户商铺的租赁经营率
更高，达到87%。

凤凰县委副书记、 常务副县
长赵海峰说：“这就是击鼓传花式
租赁积累起来的问题， 如果凤凰
古城旅游的秩序继续乱下去，直
至凤凰古城旅游品牌形象彻底受
损，最终受伤最重的，将是这些租
赁经营者。”

凤凰县委书记颜长文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们要对凤凰古城
负历史责任，凤凰古城不仅仅属于
42万凤凰人民，也属于全国人民，
是天下人的凤凰。如果我们没有责
任意识，我们就不会坚决推动凤凰
古城旅游的整治整合，特别是收费
方式的改革了。 （下转7版）

迈向多赢
———凤凰古城旅游“新政”再聚焦

4月12日， 两名游客在苗族蜡染布前合影。 当日， 记者在凤凰古
城看到， 来自新疆、 内蒙古、 广东等全国各地的游客穿行在大街小
巷， 各家商铺也开门迎客。 山南报记者 次仁龙布 摄

衡阳一酒店老板恶意欠薪被刑拘

本报记者 陈薇

前不久， 记者一行慕名前往
隆回县距县城约40公里的滩头，
探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滩
头年画”， 不意碰上了滩头古镇那
段满溢民间纸文化历史的青石板
老街被拆。

眼前一片狼藉： 老街中一段
数十栋古朴的三层木楼被拆得七
零八落， 屋前的青石板路也被毁
得面目全非， 几个人正费劲地将

残屋中的一根根木板抬出去。
当询问现场工人为何要拆这

些老建筑时， 换来的只是轻描淡
写的一句回答， “这里都要建新
房了， 我们只是按吩咐在做事。”
而当地镇政府给出的回答是， 被
拆的建筑都是“危房”， 考虑安全
因素， 故批准了当地居民拆老屋
建新房的要求。

珍贵的文化遗存就这样草率
地拆毁了,令人痛心疾首。 滩头是
一座有着深厚 、 独特民间传统
“纸文化” 的古镇， 老街
作为其“纸文化” 的重
要承载者被毁， 抹去了
厚重的历史， 也亵渎了
优秀传统文化。

滩头古镇， 始建于隋朝， 是
全国72古镇之一。 数百年来， 周
围丰富的竹料使得滩头当地的民
间传统纸业蓬勃发展且长盛不衰，
其“滩头年画”、 “色纸” 和“香
粉纸” 并称三绝， 闻名遐迩。 其
中， 以“滩头年画” 最为著名，
它是湖南省唯一的手工木版水印
年画。 鲁迅先生在他的散文 《朝
花夕拾》 中就曾专门描述了滩头
年画 《老鼠娶亲》， 并将其视为珍
品收藏。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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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头年画文化老街被拆

4月14日， 长沙市开福区盐道坪社区举办 “约会春天 我们为低碳代言” ———社区二手商品交易活动。 300多名社区居民和学生将家中使用次数较少的书籍、
文具、 儿童玩具、 日常婴幼儿用品等拿出来进行物物交换， 使这些闲置物品实现物尽其用、 循环利用。 本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蒋江波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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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古城自实行门票新规
后，颇受争议。

目前对门票新规有抵触情绪
的群体主要有二个，一为游客，二
为当地一些居民和经营户。 这两
方，对于收不收钱 ，收多少钱 ，均
无发言权， 却某种程度上代表着
民生。 这就意味着制订和实施新
规时，要多替他们考虑。

推出门票新规， 很重要的目
的是限制客流保护古城。 如果过
度开发而不加以有效保护， 那么
非但不能让 “凤凰展翅 ”，反而都
去拔 “凤凰毛 ”，让凤凰古城陷入
“落草”危机。

当地在解释门票新规时说 ：
“在长远利益与当下利益面前，凤
凰县毅然选择改革是必要的 、必
然的。”此话然也。

改革是必然，却要做好说服解
释工作， 引导经营户转型升级，让
民众看到长远利益所在。 落实起
来，更应收支账目明晰，避免陷入
“收钱”传言的漩涡，让游客和当地
民众感受到新规带来了好处。

而且， 门票新规给当地民众
出入带来很大麻烦，也是个事实。
按照实施细则， 直系亲属才在免
票之列。 那七大姑八大姨来串个
门拜个年， 也要收门票？ 这个问
题，看似很小 ，却牵涉实在民生，
一定要有妥善解决办法。

门票新规要多考虑民生

扬州发现隋炀帝陵寝
据新华社南京4月14日电 记

者从扬州市文物局证实， 近期扬
州市邗江区发现疑似隋炀帝陵寝
的古墓。 该古墓出土墓志写有
“隋故炀帝墓志”， 去世时间为
“大业十四年” 等字样， 与史实
相符。

据悉，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
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每
座占地面积约二三十平方米。其中
已发掘的一座墓中，出土了铜制的
衔环铺首以及金镶玉腰带，而墓志

清楚写着“隋故炀帝墓志”等字样。
因此有考古专家推测，该墓志表明
墓主为隋炀帝杨广。

此前公布的省级文保单位隋
炀帝陵， 位于邗江区槐泗镇槐二
村， 是由清嘉庆年间大学士阮元
经考证并出资修复的。 上世纪80
年代以后， 该处经过多次整修，
成为扬州著名的旅游景点。 扬州
市文物局相关人士表示， 仍有待
考古专家进一步发掘和考证， 才
能确定两处陵墓之间的关系。

本报4月14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匡玉 通讯员 申弘） 昨天，记
者从衡阳市公安局获悉， 位于衡
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原“乡村
人家”酒店老板王某，因“拒不支
付劳动报酬罪”被刑拘25天。

2012年12月5日，衡阳市人社
局劳动保障监察支队接到投诉：
“乡村人家”酒店老板王某故意拖
欠19名员工工资56647元。当员工
讨工钱时， 酒店却莫名其妙停业
了，王老板也不知所踪。接到投诉
后， 该支队立即对该案进行广泛
调查取证， 确认王某拖欠工资情
况属实，且人已逃匿，于是，先后

对其下达限期改正指令书、 行政
处理事先告知书、 行政处理决定
书，并在员工的见证下，将一系列
法律文书一一贴在“乡村人家”酒
店大门上。

在此期间，王某一直不露面，
也无法联系。 鉴于王某已涉嫌拒
不支付劳动报酬罪，2012年12月
28日， 衡阳市劳动保障监察支队
将该案移交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支
队二大队。经过立案侦查，今年4
月上旬， 该大队在衡阳县将王某
抓捕并刑拘。刑拘近10天后，王某
幡然醒悟， 将拖欠的员工工资尽
数支付。被拆前的老街。 通讯员 摄

副乡长辞官种荒田

亩产25公斤左右，新鲜货长沙卖到每公
斤100元，上等品最高售价每公斤160元

美味寒菌实现半人工栽培

2版

“王”取代“李”成中国第一大姓
最新版“百家姓”排行榜出炉

能终结“中国式过马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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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款＋集中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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