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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新

“五一”小长假，锦绣潇湘惹人醉，湖南旅游
接待人次和旅游收入大幅增长。省文化和旅游
厅5月4日发布通报，截至4日14时，全省假日期
间共接待游客2322.3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64.9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89%和24.59%。

一组组亮眼的数字， 刷新了湖南旅游业
的漂亮成绩单， 而这背后是游客对湖南的认
可和信赖。由此也可以看出，湖南美誉度在持
续提升、吸引力在持续增强，这值得每个湖南
人引以为傲。

不负春光不负景。 假期湖南旅游市场持
续火爆，不仅得益于春和景明、适宜出游 ，更
在于湖南旅游有看点、有卖点———景区游、乡

村游依然火爆， 赏花游、 民俗体验也相当热
闹。所有这些，无疑值得好好盘点和总结 。与
此同时，透过如潮而来的游客、不断攀升的旅
游收入，我们也应反思欢闹背后的不足，从游
客主观体验、消费满意度上找差距，从机制和
平台、项目和产品、服务和管理等方面补短补
缺、 创新创优， 如此方能推动旅游业提档升
级、提质增效，不断提升假期旅游的含金量。

随着全域旅游时代的到来， 旅游业进入
了快速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阶段。要满足人们
对“美好旅游”的需求，就必须始终把品质摆
在突出位置， 着力在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上谋得更远、干得更实，推动旅游新产业 、新
业态、新商业茁壮成长，真正让“全国一流、世
界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变成更多游客的由衷

夸赞。一方面要打造品质线路，紧紧围绕 “无
中生有”和“人有我优”，深度开发富有魅力的
度假休闲旅游产品和精品线路，加快推动“旅
游+”产业发展，打造一批专属湖南、代表湖南
乃至象征湖南的旅游核心品牌； 另一方面要
提升品质服务，紧紧围绕“吃、住、行、游、购 、
娱”，加快构建便捷化公共服务体系 、智能化
旅游服务网络， 为游客提供立体式旅游服务
体验，从而把“头回客”变成“回头客 ”，把 “过
路客”变成“过夜客”。

湖南旅游大发展的号角已经吹响， 成功
的秘诀归根结底在于以提高旅游品质为中
心。 只要我们始终把让游客满意作为第一追
求，扬长补短，真抓实干，就一定能把湖南打
造成独具魅力、人人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何淼玲

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最近出台规定：5
月1日后，凡是未悬挂临时标识或者号牌的
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 交管部门将依法
实施处罚。

这是用“绣花功夫”推进城市精细化管
理之举，值得借鉴。

这些年来， 全国不少城市电动自行车
“大军”崛起，在方便广大市民出行的同时，
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 数据
显示，在所有交通事故中，由电动自行车引
发的呈逐年上升趋势。“不怕苦、不怕堵，开
电动车的猛于虎”，坊间这句顺口溜，道尽
了部分电动车骑行者的 “唯我独尊”“横行
霸道”。日常生活中，不管你是安步当车的
行人，还是驾驶机动车的司机，想必不少人
有过被电动自行车“惊魂”的遭遇。一些电
动自行车骑行者法规意识、安全意识淡薄，
或于稠人闹市之中肆意穿梭， 或于背街小
巷风驰电掣，或于人行道上优哉游哉，忽左
忽右、忽快忽慢、率性随意，让人避之唯恐
不及。

此等交通乱象， 一方面与部分电动自
行车骑行者规则意识不强、 文明素养不足
有关， 另一方面也与交通管理部门管理不
到位分不开。长期以来，在一些交通事故的
处理中，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被当作“弱势”
一方而被给予不应有的关照， 降低了他们
违法违规的风险成本，助长了他们的违规之
心、违法之风。此外，由于不少电动自行车无
牌无证，一旦发生需要他们负主责的交通事
故，有的人干脆弃车而逃，给交管部门调查
取证和案件后续处理带来很大困难。

电动自行车量大、门槛低，管理起来确
实难度大。整治电动自行车造成的交通乱
象 ，不妨从两个方面着手 ：一是有关部门
应健全管理制度，尽快出台电动自行车交
通管理条例 ，明确管理主体 ，压实管理责
任，同时由交管部门制定电动自行车违规
违法行驶处罚细则 ，细化管理范畴 ，让电
动自行车管理有章可循 、有法可依 ；二是
交管部门要全面掌控信息，所有电动自行
车必须上牌登记 ，建立车主 、车辆信息档
案， 确保发生交通安全事故时查找便捷、
有人担责。

江德斌 左崇年

今年“五一”假期，一则“很多买到火车
票的人上不了车，原因竟是其他乘客‘买短
乘长’导致火车超载”的消息颇受关注，国
内行之已久的“买短补长”惯例再度引发争
议。日前，铁路部门下发“买短补长”临时办
法：若列车已超员，乘客拒不下车、执意越
站，加收50%票款；未超员就正常补票。

“买短补长”本是一项便民政策，十分
常见。在平日旅客流量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买短补长”影响不大，可是在节假日、黄金
周期间，旅客流量暴涨，火车票本就“一票
难求”，“买短乘长”就更进一步加大了运输
压力， 以致出现买到火车票却上不了车的
怪现象。

受限于线路和时间， 火车的发车总量
弹性很小，不可能无限量供给，再加上经济
成本和安全保障制约， 导致铁路运载力的
冗余空间较小，旺季经常处于过紧状态，严

重供不应求。而“买短乘长”是一个非恒定
的变量，难以精准预测，铁路部门也不能因
噎废食，对“买短补长”的便民措施以“一刀
切”的方式取消。因此，应着力补齐“买短补
长”的短板、堵塞“买短乘长”的漏洞。

火车票是铁路部门与旅客之间的出行
契约， 正常购票旅客的乘坐区间应受到保
障，当旅客受“买短乘长”影响而无法上车
时，铁路部门理应予以经济赔偿，为旅客退
票、换乘、补偿损失等。这些额外支出成本
是“买短乘长”旅客违约造成的，理应由其
承担，并给予他们相应的违约处罚。例如临
时办法中加收50%票款的费用就可用来补
偿已购票却无法上车的旅客。

黄金周期间，“买短乘长” 的行为有违
社会公平，铁路部门需打好制度“补丁”。除
了此次出台临时办法以外， 还应在堵塞管
理漏洞上下功夫。 比如可以考虑用价格杠
杆来调节需求，对“买短乘长”采取淡旺季
方案，以确保乘客正常出行。

� � � �近日有媒体报道： 不少2016年报考了郑州大学的山东
考生收到的录取通知书竟然是其二级学院发放的。一部分
因无法退档只好去上学的学生还发现，自己学的专业居然
没有经过教育部批准。

高考招生非小事， 于考生个人及其家庭至关重要。郑
州大学作为211名校，在招生工作中“耍花枪”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

在招生中“挂羊头卖狗肉”，会侵犯考生权益、危害高
考公平、扰乱正常社会秩序，对此不可掉以轻心。一方面，
当事高校应正视问题、还原事实，并引以为鉴；另一方面，
教育部门应调查事情的来龙去脉， 严厉问责相关责任人，
杜绝类似情况再次出现。 文/冯海燕 图/王铎

让品质旅游唱主角 北京治理电动自行车之举
可资借鉴

应对“买短乘长” 需打制度“补丁”

刘天放

半小时内剥完1.5公斤小龙虾， 每天兼职
最低4小时，可获150到200元的日薪。剥虾师、
陪跑师、 遛狗师……随着互联网服务行业种
类的细分化， 越来越多的新兴职业走进人们
的视线。据了解，剥虾师服务此前已于北京 、
上海、武汉和长沙部分门店试营运。

三百六十行 ，行行出状元 。随着生活观
念不断更新，越来越多的人想过上更有效率
和品质的生活，这就加速了一些新兴职业的

涌现：人们节假日外出、探亲，或临时出差无
法照看宠物 ，于是就有了 “遛狗师 ”；小龙虾
受热捧 ，爱吃的人多 ，“剥虾 ”便成了一个职
业……有需求就有市场 ， 也就有人跃跃欲
试。

新兴职业涌现本是好事， 一方面能够让
我们享受到更精细的服务， 另一方面也让一
些有特长的人实现人生价值。 但我们对于新
兴职业，不能只追求“新”，更需要使其在 “规
范”中发展，否则就很有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
比如“剥虾师”入职门槛较低，也没有行业标

准，但这类涉及动物饲养、食品加工 、酒店服
务等领域的职业，都与卫生健康有关，对从业
者的身体健康、职业行为应有较高要求，如果
从业者不具备条件， 很可能带来卫生健康问
题，导致行业野蛮生长。

因此，对这些新兴职业 ，不能放任不管 、
任其发展。应明确新兴职业主管部门，监管工
作应走在行业发展前面。 相关部门应及时出
台行业标准，并配套相应检查措施。

随着时代不断向前， 新兴职业会越来越
多，这些新兴职业是否靠谱、能否持续发展 ，
还要经受市场检验，有关部门应未雨绸缪，让
其在“规范”中发展。否则，当乱象出现时再忙
着去规范，就会为时已晚。

新兴职业涌现，监管应该跟上

高校招生不能“挂羊头卖狗肉”
新闻漫画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林俊

长沙海关近日公布信息称， 我省巩固压
缩整体通关时间取得新成效：一季度，全省进
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水平，
进口通关海关作业时间3.99小时，出口通关海
关作业时间0.2小时， 均不到全国海关平均时
间的一半。

2018年4月20日，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长沙海关。一年来，长沙
海关全面推进内陆一流现代化新海关建设，
加快推进关检业务全面深度融合， 实现流程
整合、手续简化，持续释放改革红利，为全省
外贸企业带来更多获得感。

业务流程不断精简，229个项目
精简至105个

近日， 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申报的一
单涂漆钢板， 得益于韶山海关提前申报和一
体化通关模式，系统自动放行，通关时间仅7
分钟。

湘钢负责进出口的负责人表示， 今年一
季度，该公司主打产品热轧盘条，主要出口至
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整体通关
时间大幅压缩至24小时之内， 不到去年同期
的一半，其中海关作业时间平均仅0.18小时。

岳阳恒盛冷链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日前进
口了一批玉米， 抵港后进入城陵矶综合保税
区加工。该公司负责人介绍，岳阳海关实施单
一窗口整合申报、“先入区、 后检测” 监管模
式，相比一年之前，综合通关成本节约三分之
一以上。

去年4月20日以来，长沙海关机构改革制

约通关时效提升的“瓶颈”环节，压缩每一分
钟海关通关时间。 全省顺利实现报关报检资
质合一， 企业在所在地海关任一业务现场提
交申请材料，即可取得全部相应资质。至今年
4月20日，长沙海关共受理报关企业注册登记
3391家，大大节省了企业备案时间。检验检疫
业务全面融入全国通关一体化整体框架和流
程，原来报关、报检共229个申报项目，合并精
简至105个。

国际邮件监管， 将原有关检17个环节整
合为6个；国际快件方面，原有9项监管环节优
化整合为4个。长沙和张家界机场口岸的旅客
进出境通关流程，由原有8个环节整合为5个，
旅客进出境只需走一条通道，接受一次检查，
通关时间减少50%以上。

长沙海关负责人表示，机构改革后，通关
流程和环节大幅精简优化， 通关更加便捷顺
畅，通关成本大幅降低，湖南进出口营商环境
进一步优化。

工作效能大幅提升，生鲜进口、
跨境电商迅猛发展

4月25日22时30分， 一架来自越南的全
货运包机抵达长沙黄花国际机场，4吨从越
南胡志明市刚刚捕捞上来的白对虾、青蟹落
地长沙。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关员已通过进口生鲜
“提前申报”了解进口信息，早就等候在仓库
查验现场。 生鲜货物从飞机上卸货进入仓库
后，海关查验关员立刻对货物展开查验，采用
望、闻、探、刺等方法进行现场检疫，检查虾蟹
的健康状况；并根据现场情况随机取样送检。
现场查验和取样完毕， 即刻对该批海鲜予以

放行，前后不过半个小时。
海鲜对时效性要求极高， 且开箱查验次

数较多也易导致海鲜死亡率增高。 海关业务
全面深度融合后， 长沙黄花机场海关创造了
鲜活海产品从进仓到放行仅用30分钟的全国
一流速度。 八百里水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文辉表示，海关的通关便利措施，拉近了全
球优质海鲜与省内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大大
促进了生鲜外贸企业的发展。

通关效率的提升促进了生鲜进口业务量
的迅猛增长，2018年4月20日前， 长沙机场口
岸仅有一条全货运包机航线， 航线开通以来
总载运进境生鲜货物331.2吨； 至2019年3月
中旬，生鲜货物包机航线已增至4条，总载运
进境生鲜货物达7365.9吨。

跨境电商对时效性也特别敏感。 湖南新
航路跨境电子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何洞明介绍，今年一季度，长沙黄花机场跨境
电商出口查验量降至去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企业每吨货物的平均通关时间可以控制在半
小时以内，为此前的六分之一，企业切实感受
到了机构改革带来的高效与便利。据统计，截
至2019年3月底，长沙黄花跨境电商监管中心
今年已监管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业务60.11万
票、2857.95万元， 而2018年全年出口业务才
19万票。

长沙海关积极争取海关总署支持，已在
湖南设立正处级隶属海关16个，实现了全省
各市州海关机构全覆盖。长沙海关关长唐赟
峰表示，机构改革后，长沙海关的职责增多、
队伍壮大，海关事业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
段，为湖南开放型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好的条
件。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记者 曹娴）“湖
南绿色卫士”官方微信今日开通。记者从湖
南省绿色卫士行动联合办公室了解到，目
前我省400名“绿色卫士”发挥“环境监督”
“河流守望”“环境记录”“绿色传播”“民间
河长”的作用，倾情守护“一湖四水”。

2013年9月，湘江保护与治理省“一号
重点工程”启动。时任省长的杜家毫倡议在
全省公开招募环保志愿者， 调动公众参与
保护湘江的积极性。6年来，“绿色卫士”队
伍不断壮大。同时，从保护湘江向“一湖四
水”延伸，向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环保三
大战役延伸。

据不完全统计，“绿色卫士” 共观察排
污口1万余次；通过微博、微信、12369举报
电话等形式， 举报环境违法行为2000多
起， 有1000多起得到政府部门积极回应；
开展打击非法捕捞行动200余次，救护、放
飞野生鸟类200余只；开展净滩行动、绿色
骑行、“塑战速决”等活动，深入社区、学校、
企业、乡村开展环保宣传等。

据介绍，“湖南绿色卫士” 官方微信将
着重宣传湖南绿色卫士开展的监督者、守
望者、记录者、传播者、民间河长五大行动，
带动更多的环保志愿者及社会公众， 参与
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

�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 （欧阳倩）“五一”
小长假，长沙频频上“热搜”。无论是橘子洲
头“人从众”，还是文和友龙虾馆7000多
桌“等位”， 旅游市场火爆让长沙一跃成
为新晋“网红城市”。“五一”假期，长沙共
接待游客355.76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
35.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18%、27.01%。
全市列入省文旅厅统计监测范围的景区
共接待游客120.07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
4871.8万元。

橘子洲头，27.7万余名游客感受湘江
北去； 大围山上，30.94万人观层林尽染；
刘少奇纪念馆内，11.53万人肃穆缅怀……
在游客到访数量上， 这些景点保持着两位
数增长速度。其中，大围山国家森林公园举

办2019杜鹃花节， 美丽景色吸引大批游
客，游客数同比增长232.69%。

假日期间， 长沙也迎来自驾车旅游高
峰，乡村游、祈福游、生态观光游、探亲访友
游等自驾车游客占游客总量60%以上。自
驾游对高品质住宿、餐饮、娱乐等需求也带
动了长沙餐饮娱乐市场， 全市城区餐馆高
朋满座，餐厅利用率高于平时2倍，出现一
桌难求局面。

随着长沙景区建设全面推进，农旅、工
旅、 商旅融合多点开花， 全域旅游效果初
显。宁乡沩山密印寺、文家市纪念馆、望城
柏乐园等成为长沙周边益阳、娄底、岳阳以
及湖北、江西等地游客观光休闲、农事体验
旅游目的地。

� � � �原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管理职责和队伍划入长沙海关一年来，海关业务流程
不断精简，工作效能大幅提升，全省进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继续保持良好水平，
特别是海关作业时间不到全国平均时间的一半———

“关检融合”助推湖南开放崛起

“绿色卫士”守护“一湖四水”
6年来“绿色卫士”观察排污口1万余次，举报环境违法行为2000多起

长沙新晋“网红城市”
多处景点游客数呈井喷式增长

� � � � 4月29日，湘江长沙市天心区杜甫江阁段，环卫工人在江面清理垃圾。去年以来，天心
区市容环境卫生维护中心全面落实河长制工作，通过无人机巡查、巡逻艇打捞和河滩保洁
等举措，对32.5千米的湘江河段进行清理维护，确保江清岸美。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肖久松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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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5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陈翔）尽管移动支付、刷卡等非现金支付
方式日益普及，但是人们使用现金的习惯仍然
广泛存在。记者近日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获悉， 我省通过打造现金服务便民惠农工程、
开展拒收现金整治等工作，及时满足人民群众
高质量现金需求和多样化支付需求。

“在村口也能存取款了，真方便！”自从光
大银行将自助银行及助农取款服务点开到偏
远的新田县门楼下瑶族乡， 村民存钱取钱再

也不用跑远路了。 据了解，2018年11月以来，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组织全省银行业金融
机构开展现金服务示范区创建， 已在湘潭韶
山市、郴州资兴市等10个区域率先试点，打通
农村金融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今年一季度，我省在农贸交易相对活跃、
现金服务基础相对薄弱的农村地区设立了农
村现金服务点。 涉农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农村
现金服务点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帮助配备相
关基础服务设备， 并依托农村现金服务点为

农村地区群众就近提供小面额人民币供应、
残损人民币兑换和反假货币宣传等服务。截
至3月底，全省已建立农村现金服务点2000余
个，初步覆盖省内各个农村乡镇。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介绍， 我省还将
进一步加大拒收现金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组
织对文化旅游、公共事业服务、有收费职能的
政府部门、 行政事业单位等行业的收费情况
进行回头看， 对拒收现金行为将依法作出相
应的行政处罚。

全省建立农村现金服务点2000余个

人民银行整治拒收现金等违法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