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深圳市国诚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因提供
虚假的投资顾问数量信息并夸大其投资咨询服
务能力，被处罚63万元。

据深圳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国诚投
资上海分公司官网宣传“新股道”产品时，有“20余
名专业投资顾问”“精准把握买卖点”等表述，属于
提供虚假的投资顾问信息并夸大其投资咨询服
务能力。此案例为对外提供虚假信息非法牟利的
各类机构敲响了警钟。 画/赵顺清 文/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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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良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 国内旅游红红火
火，7.8亿人次的出游，6000多亿的真金白银，
这样一份“成绩单”，足以印证中国经济的韧
性与发展前景。但透过“你好我好”的背后，还
是可以找到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

靓丽的数据， 依然掩饰不住产业蛋糕厚
薄不均的尴尬。虽然，湖南、湖北、河南、山西
等中部省份迅速崛起，但“东强西弱”的产业
格局依然没有改变。国庆黄金周期间，“蛋糕”
分得最多的当属江苏，实现旅游收入600多亿
元， 而最少的省份刚过30亿元。 这种巨差背
后，固然有旅游硬件、地理位置方面的因素，
但也与旅游产业发展思路的差异不无关联。

旅游热背后，“游”的概念在蜕化，“玩”与
“乐”的比重在提升，粗放型的“到此一游”在
下降，旅游相关产业由此正酝酿着升级。比如

长沙“文和友”将市井文化与“吃”“乐”相融相
加，快速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打卡点”；短短7
天涌入比全市常居人口多出数百万的游客，
则让重庆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网红城市”。

同时，旅游主体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某专
业平台的数据显示，出境游、周边游的份额正
在快速上升，已分别升至34%、24%，不近不远
的 “境内游 ”占比下降到42%；26岁至35岁的
年轻人已然成为出游人群主体， 占比超过了
50%。与其父辈不同的是 ，他们对景区 、景点
这道“主菜”的关注度相对下降，对吃、住、行、
玩等“配菜”却越来越讲究，越来越舍得花钱。
到一座陌生城市，即便没进什么付费景点，他
们也爱去特色街区“打一打卡”、品尝当地特
色饮食，便觉得不虚此行。同样，相比传统出
游方式，“快旅慢游”的休闲游、亲子游、自助
游等受到越来越多人追捧。

经过近些年的探索实践， 全域旅游的先

行者已相继进入获利期。 当一些地方的高速公
路服务区还在被吐槽车难停、饭难吃、厕所味大
的时候，有些服务区却华丽转身，变成了网红打
卡地， 让路过的人不下高速就能体验当地的文
化特色，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比如浙江境内的星级服务区， 出售的商品均已
实现“同城同价”，这样的“良心服务”，既赢得了
口碑，又不愁没有销路。

全力推进全域旅游建设，是旅游产业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支撑点。“靠山吃山、近水吃水”的门票
经济，终究是等客上门的“一锤子买卖”，一个地方
的旅游业如果过于依赖门票收入， 容易思维僵
化、故步自封，最终失去发展后劲。旅游业本质是
服务业，只有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思考问题、解决
消费者的“痛点”，才能赢得人心、赢得市场；只有
提升旅游与农业、林业、工业、商贸、金融、文化、体
育、医药等产业的融合力度，形成综合新产能，才
能让旅游产业赢得长久的发展后劲。

吴旭

据《三湘都市报》报道：三一集团有望成
为湖南跨入千亿级营收的企业。 按照三一
集团董事长梁稳根的承诺， 集团营收破千
亿元后，部分老员工可获得100万元奖励。

这则消息的背后 ， 是一家企业延续
多年 、一诺千金的故事 ：1995年3月 ，梁稳
根为当时三一共 209位员工签发了一张
A4纸 ， 承诺A4纸将来可兑金牌 。2003年 ，
三一重工上市 ，20名依旧保留着那张A4
纸的员工 ，兑换到一枚由24K黄金打造的
金牌和1万元现金 ，并被许诺当企业实现
销售100亿元时 ，获金牌的在职员工可持
金牌获得10万元奖励 。2007年 ，三一实现
营收 135亿元 ，在兑现承诺的同时 ，企业
再度承诺当三一集团销售过千亿时 ，给
每一个手中持有金牌的在职三一员工奖
励100万元。

看似平平常常的一张A4纸，却是梁稳
根对员工的庄重承诺；那一枚枚闪闪发光
的24K金牌， 见证了三一集团一诺千金的
胸怀 。人才是第一资源 。无论科技如何发
达 ，人力 、人才永远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
展的根本保证和前提条件。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能够冲进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榜单 ，连续多年被 《福布斯 》
评为 “全球最具创新力的100家公司”，成
为FT全球市值500强唯一上榜的中国工程
机械企业，三一集团能够拥有如此强大竞
争力和卓越品牌地位 ，还得益于 、归功于
湖南这片投资创业的热土。

一诺千金，讲诚信，守信用，体现在湖
南很多地方党委 、 政府和有关部门全方
位、大力度支持企业上。多年来，湖南始终
把帮助、关心企业发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
任 ，把激发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各项政
策措施落地落实落细，让一切创造社会财
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去年2月， 省政府将
《湖南省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规定》 列入当
年的立法计划，率先在全国将政府诚信的
要求提升到政府规章层面予以规范。今年
初，“优化营商环境执行年”活动在全省铺
开 ，围绕 “最简的审批 、最宽的准入 、最优
的服务 、最高的效率 、最省的费用和最规
范的监管 ”的目标 ，进一步深化 “放管服 ”
改革。

这也是一种承诺，一种让全省各类企
业竞相蓬勃生长 、发展 、壮大的一诺千金
的承诺 。相信有了这个承诺 ，三湘大地的
百亿企业 、千亿企业必将层出不穷 ，不断
涌现。

徐建辉

10月14日，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
审判监督程序对孙小果强奸、 强制侮辱妇
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一案依法再审开庭
审理，法院将择期宣判。同时，云南省监察
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对孙小果案19名涉嫌
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及重要关系人移送审
查起诉。

在此次扫黑除恶斗争的雷霆风暴中浮
出水面的孙小果“奇案”，在经过一段时间
的“沉寂”后，再度呈现在人们眼前。毫无疑
问，这一次，孙小果案有了重大进展，决定
性的时刻即将到来。

此前，孙小果由死刑犯到“大李总”的“传
奇”经历曝光后，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正
是在各方强烈关注之下，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
院以该案原再审判决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确
有错误为由，决定对案件启动再审程序。

正义亦或迟到，但终不缺席。当孙小果
坐在再审法庭的被告人席上， 人们有理由
相信 ，这一次孙小果 “在劫难逃 ”。众目睽
睽、法律昭昭，任他再有“神通”，都别想再

跳出法治的掌心。人们关注孙小果案，不止
有对孙小果这种伤天害理、 为害一方的黑
恶势力彻骨的痛恨， 还有对他这样一个恶
贯满盈之徒死里逃生、“金蝉脱壳”的质疑，
更有对在他身后偷天换日、助其脱罪的“保
护伞”的追问。

“出来混，总要还的”。孙小果被再审再
判是他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对于孙小果案
的再审，人们关心的不止是坏人终受严惩，
还有谁在恶魔身后充当“黑伞”、玩弄法治、
亵渎法理、助纣为虐。从某种意义上说，这
些人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危害更甚于孙小
果，他们对法治秩序、公道人心的破坏与冲
击更大，必须连根拔起、一网打尽，以昭示
公平正义。

人们看到， 已有19人涉嫌职务犯罪被
检方移送审查起诉，涵盖了公、检、法、司各
个系统。 那么这些人是不是涉孙小果案的
全部“黑伞”呢？他们是如何互相勾连、各显
神通，把一个死刑犯给“捞”出来的呢？希望
孙小果案再审不仅能够严惩恶徒、 伸张正
义，更能还原案前案后的全部真相，并带动
司法系统的大检查。

吴学安

“证明我妈是我妈”“证明我还活着”“证
明我是我”……此类“奇葩证明”以及诸多循
环证明、重复证明，让许多办事群众既痛恨又
无奈。而在浙江金华，此类证明已成历史。通
过直接取消、告知承诺免提交、数据查验和部
门检验取代等4种方式，金华成了“无证明城
市”。改革实施一年来，该市累计让办事企业、
群众免提交各类证明76万件。

在国务院统一部署和强力推动下，近年来
各地减证便民工作取得重大成效，城市管理更
多体现了以人为本理念。金华市则在“减证便

民”基础上，进一步向“无证利民”推进。据媒体
报道，除金华之外，浙江台州、河北石家庄等多
地也正在开展创建“无证明城市”活动。

事实表明，“奇葩证明”“重复证明”之类难
题并非无解。比如金华创建“无证明城市”，重
要举措是实施6个“一律取消”，其中之一是能
够通过申请人书面承诺等信用管理手段解决
的证明材料一律取消。可以说，群众或企业在
金华到政府机关、公共窗口、服务机构办事，不
需要再提交“自己跑腿开具的证明材料”了。

创建“无证明城市”，是社会治理的一大
变革。实行证明管理，让办事群众提供“证明
材料”，原本是社会管理、行政审批不可缺少

的环节，随着时代变化，着力化解“证明多、办事
难”成了当务之急。一方面，只有坚持刀刃向内、
积极转变职能，加强政务信息化和大数据建设，
逐步打通政务信息流转通道， 才能化解证明泛
滥的痼疾 ，把 “减证便民 ”工作做得更好 、更到
位；另一方面，取消证明并不意味着政府“少作
为”，而是要通过加强信息化建设及时完善和更
新数据信息，实现跨部门、跨省市的资源共享，
从而切实减轻群众负担， 真正提升群众的幸福
感、获得感。

“无证明城市”体现了政府部门自我革命的
决心。从“减证便民”进一步向“无证利民”转变，
有助于变“群众跑腿”为“数据共享”,实现群众
“零跑腿”，提升群众满意度和认同感。就城市形
象而言，“无证明城市” 本身也是一张亮铮铮的
名片。

做强旅游产业须向细分处发力
———节日旅游市场观察之三

千亿企业背后的“一诺千金”

正义不能缺席，真相更要追问

“无证明城市”折射执政为民情怀

提供虚假信息受罚敲响警钟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