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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金雨

在全国各省份中，我省旅游资源“家底厚”，收
入可观但整体收入排名并不靠前；一些景区游客
不少、门票收入不算低，但与投资相比，回报却不
高；一些旅游产品“萌萌哒”，人见人拍照，但购买
者不多。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湖南实现旅游收
入近420亿元，虽绝对数额居前，但人均消费并不
理想。这些不太匹配的现象，破解之道在哪里？关
键还在不断提升旅游经济的“含金量”。

当前， 虽然各地都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但
仍有不少人将旅游产业狭隘地定位于景区、景
点、交通运输、酒店餐饮等行业。事实上，旅游产
业应当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至少应当包括旅
游服务产业和旅游制造产业两大主要方面，其
中旅游制造产业又包括旅游商品制造和旅游装
备制造等。 换句话说， 在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让更多人乘兴而来的同时，更要注重开发高

品质旅游商品，让游客尽兴而归。
事实上，旅游商品不是一般商品，旅游商品

需要瞬间打动旅游者以使其购买； 旅游商品也
不只是文化创意产品， 对比人均境外消费和人
均国内消费“冰火两重天”的现状不难发现，如
今旅游者越来越追捧生活类消费品； 开发旅游
商品不是“萌”就够了，还要上升到“有质量、有
内涵、符合自身调性”等更高层面。

当下还存在一种把旅游服务对象狭义地框
定在游客身上的现象，这也是不太明智的。对景
区、景点而言，旅游者就是游客，而对某一地区
而言，旅游者不仅包括了游览观光、休闲度假的
游客，还包括探亲访友、文化体育、健康医疗、短
期教育（培训）或因公务、商务而来的访客。针对
各类到访者配套精准细分的产业形态， 才能实
现服务质量与旅游经济“含金量”双提升。

游客初次来到一个旅游目的地， 通常其消
费力的释放是相对保守的。因此，让旅游者放松

心态至关重要。比如传统舞台演艺大都是“我演
你看”，观众被局限在座位上，如今不少地方开
发出沉浸式体验方式， 让游客可以在舞台上自
由地参与剧情发展。 这样的创新使旅游者获得
感油然而生，消费欲望便会上涨。

如今， 国务院要求各地继续推动国有景区
门票降价，为的是倒逼各地在补齐、拉长、延伸
旅游产业链上下功夫。这些年来，各地旅游热门
景区、景点都在推出景区门票减免、淡季免费开
放、演出门票打折等政策。越是这样，完善产业
生态、拉长产业链越重要。业态越多、产业链越
长，客流变现金流、“打卡”人群成消费者就不是
一句空话。

刚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我省过夜游客
同比增长10.9%。这是一个令人欣喜而振奋的数
字。努力放低自己的身段，踏踏实实、坚持不懈
地去解决难点问题，我省从“旅游大省”嬗变成
“旅游强省”就将为期不远。

熊安台

2018年11月10日， 国家发改委批复
同意建设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怀化市正式被纳入示范区范围。承接
产业转移的过程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
程，对于鹤城区来说，这是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契机。

鹤城区争当承接产业转移的 “领头
雁”，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 以推动新旧动能转换、 经济转型升
级、营商环境优化等为重点，加快形成结
构合理、方式优化、区域协调、城乡一体、
示范效应显著的发展新格局。

一是确定承接方向 。 鹤城区近年
来承接转移产业 （项目 ）141个 ，引进资
金36.52亿元，引进科技人才448人，已初
步形成以怀化远大、嘉晟住建、长江精工
集团为代表的装配式建筑示范基地，初
步形成以怀仁集团、国药控股、华润医药
等为主的医药康养特色产业集群。此外，
正承接现代物流业，与顺丰集团、望家欢
农产品集团、 三正电子商务公司达成合
作意向；积极对接引进云箭集团、达利园
食品等知名企业。

二是优化营商环境。“高尚的竞争是
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为打造环境“磁

场”、铸就投资“洼地”，鹤城区出台了《促
进工业园及园区企业发展实施办法》。政
务环境方面，推行全程代办、限时办结、
封闭式管理等制度；减税降费方面，对符
合国家税费减免政策的企业主动提供政
策指导和服务；改变招商理念，由招商引
资向选商引资、招商选资转变；搭建企业
融资平台，推动政银企合作，帮助企业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2018年，区本级
财政安排承接产业转移资金8000万元，
争取上级承接产业转移资金3000万元。

三是建设承接平台。 鹤城区计划将
鹤城工业园区建成布局集中、用地集约、
产业集聚、服务集成的“工业新城”，使其
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目前，鹤
城工业集中区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基本
完善，路网骨架基本成型。下一步，还将
大力推进能源、环保、物流等公共配套服
务平台建设， 重点抓好阳塘科技物流产
业园、狮子岩物流园、城东商贸物流产业
园等园区平台建设。

四是推动绿色发展。 这是示范区建
设的价值取向。 鹤城区将坚持通过严格
产业准入标准、建设低碳循环园区、加强
生态环境与环境治理保护， 实现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作者系中共怀化市鹤城区委书记）

焦风光

发生在无锡的高架桥侧翻事故，给
全国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敲响了警钟。10
月10日傍晚，无锡高架桥侧翻事故导致3
人当场遇难、2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经初
步分析， 高架桥侧翻系运输车辆超载所
致。

超载货车被喻为 “公路第一杀手”，
此次无锡事故再次暴露道路治超困局。
早在2016年， 媒体援引交通运输部的统
计数据称，近10年以来，全国因超限超载
违法引发的重特大交通事故触目惊心，
在纳入统计的96起事故中， 共造成人员
死亡481人、伤361人，平均每起事故死亡
5人 、伤3.7人 。在这些事故中 ，有 “百吨
王”以超过最大承重2倍以上的重量压过
桥梁、道路。事实上，超载普遍化的背后，
还隐藏着看似“沉默”但高昂的道路修复
成本。

公路治超一直在抓， 但货车超载何

以如此猖獗？成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目
前深层次的问题， 恐怕与法律的震慑不
够有关。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货运机
动车超过核定载质量的， 处二百元以上
五百元以下罚款； 超过核定载质量百分
之三十或者违反规定载客的， 处五百元
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这些罚款相对于
获利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完善法律对超载现象的规制力，不
妨借鉴治理醉驾的经验。我国实施“醉驾
入刑”以来，因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
和死亡人数大幅下降，“酒后不开车、开
车不喝酒” 已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如果
“超载入刑”也成为现实，或将收到和“醉
驾入刑”一样甚至更好的治理效果。

当然， 推动超载入刑， 并不是说要
“一刀切”或是毕其功于一役，它并不能
代替其他环节的治理优化。 此举重在释
放出更鲜明的严治信号， 推动整个社会
系统给予大货车超载问题以足够重视和
有效干预。

杨卫星

今年国庆长假， 我们来到位于贵州省凯里
市丹寨县的万达小镇游玩， 中午在苗年广场旁
一家叫“丹寨妈妈”的湘菜馆用餐。周到的服务
让我们如沐春风， 可口的湘菜更让我们口齿留
香，特别是那道“香辣鱼头”更是成为餐桌上的
“抢手货”。可当我们把“鱼头”吃到大约四分之
三时，发现鱼鳃处尚有少许没有完全熟透，服务
员得知情况后连忙端回厨房再次加工， 但我们
还是觉得味道不好就没吃了。

结账时我们将这盘菜的情况向老板反映，
试探着想要求适当少收点钱， 没想到老板连忙
说：“对不起，对不起，这盘菜不收钱了。”我们没
有要求这道菜钱全免，只想适当减免点就行，可
老板硬是将这盘98元的“香辣鱼头”菜钱免了，
还连连致歉说，“经营要讲诚信， 不能只图这么
一点小钱而失去信誉。”店家诚恳的态度，出乎
我们的意料。钱虽不多，但足以反映这家小店的
诚信。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自古以
来恪守诚信就是衡量一个人行为、 品质和人格
的标准。做企业同样需要诚信。古人云：“经营之
道在于诚，赢利之道在于信。”诚实守信是企业
搏击市场、赖以生存的根本。只有用心服务，才
能牢牢抓住顾客的心，才会有“回头客”。“丹寨
妈妈”这样的诚信经营理念值得点赞。

活跃着大量00后的QQ、百度贴吧、B站、微
博等网络平台中，各类“隐语”层出不穷：“ssfd”
是“瑟瑟发抖”的拼音缩写。与此相似的，还有
“zqsg=真情实感”“blx=玻璃心”“bhys=不好意
思”等。

对于00后而言，这些平台上的社交“隐语”
是一个新的语言世界， 也意味着一种新的、圈
层化的生活方式。对此，公众没必要大惊小怪，
但需要关注其发展变化趋势和某些时候的非
主流价值取向，必要时加以引导。 文/图 刘军

争当承接产业转移的“领头雁”

加大法律惩戒，惩治货车超载顽症

提升旅游经济“含金量”
———节日旅游市场观察之二

为“丹寨妈妈”点赞

看不懂00后“隐语”不必过分担忧

新闻漫画

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