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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春节旅游高峰，广西桂

林阳朔的酒店价格也上涨几百元

至千余元不等，而且很多房源紧

张。酒店预订平台信息显示，2

月8日大年初四晚的入住价格动

辄千元以上。其中一家邻近阳朔

西街的酒店双床房房间，8日晚

入住的价格达到了1500多元，而

到了2月12日大年初八，价格便

回落至500余元。(2月9日《北京

青年报》)

春节期间，是旅游高峰期，

加上用工成本相对较高，景区客

房适当地涨点价是情理之中，但

一个客房一晚涨千元给人趁火打

劫的感觉。毕竟游客到了旅游

地，当天回去已经不太可能了，

就是再贵也得住下来，没有了讨

价还价的余地。

对于一晚一个房间涨价千元

的问题，阳朔有关部门解释说，

“酒店定价是市场行为，政府部

门没有办法进行干涉，只要酒店

明码标价就不涉嫌违规。”这表

面上听起来有点道理，其实也是

一种不作为。市场行为不等于任

性涨价，也不只是明码标价就行

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样的宾

馆、饭店，什么样的档次就有什

么样的价格标准。这些宾馆、饭

店、酒楼的收费标准，物价部门

应该核准过，不管是旅游旺季还

是淡季，不管是旅游城市还是普

通城市，商家只要按物价部门核

准的价格执行就行了。商家如果

超出了核准的标准，那就是违

规，超出了一定的比例就是宰

客。有关部门必须给予纠正，并

进行适当的处罚。

春节旅游高峰期，各地应该

做好预案，特别是对旅游饭店依

法经营、明码标价、政府指导价

等做出明确的要求，从而保障旅

游市场秩序，维护市民游客合法

权益。如，海南许多城市在春节

期间对旅游饭店标准客房严格实

行政府指导价管理等等。

当然，这个“政府指导价”

必须与实际相符，不能超过平时

的政府物价部门核定的价格。这

个价格既要符合游客的利益，

又要防止商家有空子可钻。作

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部门，如

果有作为、想作为，就应该对

本市的食宿价格严格核准，并

向社会公开，并监督执行，对

乱收费、乱涨价的行为必须严

肃查处。

各地价格主管部门要加强市

场价格监测，密切跟踪旅游等服

务市场和价格变化，及时发现苗

头性、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并迅

速预警，严厉打击操纵市场价

格、哄抬价格、串通涨价等违法

违规行为，规范市场价格秩序，

维护良好市场环境。当然，作为

游客，应该在出门旅游之前，应

该在网上预订好客房，防止到了

旅游地后订房而被宰。当然，在

被宰后，应该及时向有关部门举

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胡建兵)

11家试点央企

打造改革“升级版”

新一批11家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中央企业将着力打造

改革“升级版”，重点在调整

管控模式、优化产业布局、

推动机制转换等方面加大工

作力度。

一要调整管控模式，加大

授权放权力度。二要优化产业

布局，提高国资配置效率。通

过试点在聚焦主业的基础上推

动企业主动作为，该进的进，

该退的退。同时，两类公司所

出资的企业要加大“混改”力

度。三要推动机制转换，激发

企业活力。

———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

言人 彭华岗

长三角将成为

首个“全球区域”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还是

“全球城市”控制着世界城市

网络的话，那么进入21世纪

后，单打独斗的城市已经没

有未来，群落现象将主导未

来世界。

“全球区域”已经开始壮

大，未来必将替代“全球城

市”在世界上发挥统领作用。

我国“区域力量”资源丰富，

长三角将成为世界首个“全球

区域”，但还有一些条件尚未

满足。为此，长三角要充分发

挥上海的国际竞争力、浙江的

民营经济活力和江苏的大型企

业动力。

——— 中国工程院院士 吴

志强

技术进步是驱动力

能源转型不可逆转

技术进步是能源转型的最

大驱动力，技术进步是可叠加

的和不可逆的，所以能源转型

也是不可逆的。

怎么判断未来30年中国的

能源结构，我以为最大的可能

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跨越不

了的煤炭时代，进入不了的油

气时代，引领世界的可再生能

源时代。具体而言，最好的结

构将是“煤炭35%+油气35%+

非化石30%”的结构。

——— 民德研究院院长 陈

卫东

对涨价千元的酒店
不能坐视不管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拟对青岛金华

汽车维修检测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共1户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

12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7554 . 77

万元。债务人位于青岛市莱西

市，该债权由金景善、孙玉梅、

金磊、于雅慧、青岛金华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保证担保、青岛

金华汽车维修检测设备制造有限

公司以其位于莱西市姜山镇的土

地、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公告有

效期：22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

效期：22天，如对本次处置有任

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司

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分公司拟对青

岛国运集团经贸有限公司项目债

权进行处置。截至2018年12月31

日，该债权总额为1531 . 83万元。

债务人位于住所地青岛市李沧区

夏庄路128号，该债权由青岛国农

金蒜生物保健科技有限公司、国

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国运工艺

有限公司、姜丰寿、王云兰提供

担保，以山东国运工艺有限公司

所有的工业房产、工业土地提供

抵押，坐落于曹县青菏办事处牛

楼村。公告有效期：15天。受理

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

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

山东省分公司联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分公司拟对德州晶华药

用玻璃有限公司共1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2018年12月31日，该债权

总额为1806 . 23万元。债务人位于

德州市，该债权由古贝春集团有

限公司、蔡红光、张红梅、何

军、魏荣芝提供保证担保。公告

有效期：15天。受理征询或异议

有效期：15天，如对本次处置有

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山东省分公

司联系。

以上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

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

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

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特别提示：以下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李经理，联系电

话：0532-68612750

电 子 邮 件 ： l i h o u l i n @

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济南市经三路

293号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话:

信达山东省分公司：0531-

87080335;财政部驻山东省财政监察

专员办事处：0531-86063055，李

先生。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

举报电子邮件：d i n g t i a nwen@

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

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该债权的有关情况

请 查 阅 我 公 司 网 站 , 网 址

www.cinda.com.cn。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1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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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行为不等

于任性涨价，也不只

是明码标价就行了，

超出了一定的比例

就是宰客。有关部门

必须给予纠正，并进

行适当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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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至少在伟东新都及周

边，经济导报记者未能发现任何

一个上述愿景描述的汽车网点。

除了神州租车的这个，其他多为

汽修厂，甚至连一个从事汽车销

售的经销商都没有。

不光在济南，经济导报记者

也未发现汽车销售网点能在居民

社区立足的成功案例。

有观点认为，相对于传统的

4S店的“大店”模式，精简某个

销售网点，使之成为2S甚至1S店

都是可行的，但前提是该网点周

围形成规模优势，有多个同类网点

供消费者比对。显然，像东瀚商业

广场这种面向社区服务的商业集

群，是不太可能承接单一的汽车销

售业态，从而形成规模优势的。

然而，据陆正耀所述，“新

零售”平台网点的特色之一，反

而是业态的多元化：“日常的常

规保养我们可能会放出去……在

所有的维修中心，我们将会提供

免费的代步车服务。”如是，未

来神州立足社区的网点，可能是

“汽修+汽车租赁”的模式，为社

区居民提供汽车代步等综合服务。

那汽车又将如何销售？陆正

耀认为，汽车行业之所以在2018

年出现下行，原因之一便是消费

者的决策负担太重。而解决之

道，则是基于社区网点的“深度

试驾”服务、基于线上金融产品

的“零首付购车”服务，以及基

于神州庞大的汽车共享网络的

“90天无理由退车”等服务。

汽车销售必须依赖店面吗？

济南资深汽车行业观察人士房立

刚如是向经济导报记者分析“新

零售”模式：“一个网点，几辆

共享汽车，一个服务人员；可以

租车代步，可以推荐金融产品。

顾客如果考虑好了想买车，定好

款式来网点提货就好了。”

他认为，像东瀚商业广场这

样深入社区的精简网点，未来完

全可以销售汽车。

多重因素制约

如上所述，“新零售”的试

水之作，只是一个年销量仅3万

余辆的冷门汽车品牌；而目前宝

沃实打实收获的，也仅是通过网

约、租车带来的“曝光率”。经

济导报记者采访发现，神州优车

在落实“新零售”方面，还有很

多工作要做。

尽管招商“易拉宝”已经竖

起，但槐荫区第二停车场服务点

的工作人员却并不了解具体的加

盟政策：“具体业务建议去‘神

州买买车’咨询。”

2018年上半年，神州买买车

(神州优车旗下四大板块之一)在

工业北路上还设有一个实体店。

但2月2日经济导报记者再次造访

时，发现济南的店面已“降格”

为设在海宁皮革城停车场的网

点，工作人员也从宽敞的实体店

搬到了拥挤的集装箱内办公。而

在该网点，经济导报记者甚至未

发现一辆宝沃汽车。

此外，据山东省内一些宝沃

汽车经销商反映，直到2月11日，

神州优车方面尚未与他们正式沟

通，而这也与“新零售”平台

“并不是要抛弃经销商，而是要

赋能经销商，帮助他们挣钱”的

愿景相违背。

如是看来，租售板块间缺乏

联动、人员储备的单薄、与合作

伙伴沟通的不及时，这些都制约

着宝沃未来在“新零售”平台上

的表现，2019年的销售也不太可

能打个“翻身仗”。

不过，既为试水，宝沃汽车一

时的销量自然无法成为评价“新零

售”模式成败的唯一依据。业内看

重的，是神州优车通过这种模式给

整个行业带来的“新东西”。

除了上述尚待实现的愿景，

“新零售”还能有哪些“新东

西”？“目前汽车品牌‘宣发’

已进入瓶颈期，网络等媒体受众

群早已固定，神州优车的用户则

是全新受众。哪个品牌能把握住这

个群体，就能为自身销售带来新动

能。”济南某汽车经销商表示。

神州宝沃社区卖车尚欠火候

最近几年，网红食品大行

其道。为了买到一杯奶茶、一

块蛋糕，人们愿意花上几个小

时排队，甚至出高价从“黄

牛”手中拿货，拿到美食后，

再拍照上传到社交平台“打

卡”……这已经成为时下许多

年轻人的饮食新时尚。

网红食品走红，一定程度

上满足了人们不断变化的新消

费需求，体现了商家在激烈市场

竞争中的创新精神，值得鼓励。

但必须注意到的是，部分

商家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无视食

品安全问题，一些网红食品借

助网络平台隐蔽销售，游离于

监管体系之外，存在较大的安

全隐患。从网红饮料“咔哇潮

饮”被查处，到热卖的“三只

松鼠”开心果产品被查出霉菌

超标，再到网红餐饮店“一笼

小确幸”发生食品中毒事件，

网红食品质量问题频发，令人

心忧。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

本 ； 欲 流 之 远 者 ， 必 浚 其

泉源。

如何让网红食品“红”得

健康、“红”得长久？各方需

形成合力。2 0 1 8年1月1日，

《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

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走出了

规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保证餐饮食品安全的关键一

步。监管部门要加强对网红食

品的监管，对违法违规行为零

容忍，警惕某些“黑作坊”摇

身变为“网红明星”，切实保

障消费者的权益。同时，商家

也要严守职业道德，真正认识

到质量才是长久经营之道，从

源头把好关、守好门，让消费

者对网红食品始于颜值，俏于

口味，最终立足质量。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食品安全问题关乎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严

守安全“红线”，让网红食品

成为“真金”网红而非“镀

金”，才是正道。 (李嘉宝)

网红食品需严守安全线

春节期间，消费升温。新

华社记者采访发现 ,消费者更

愿意在最大能力范围内取悦自

我,“悦己型消费”商机暗涌。

苏州白领叶少波海淘了名牌限

量版香水作为春节礼物。因为

“它们能代表我的兴趣爱好”。

啥叫“悦己型消费”，说

白了就是以取悦自己为目的的

消费行为。某电商平台发布的

《2019年中国年货消费报告》

就显示 ,品质取代价格成为年

货消费首选因素 ,以取悦自我

为追求的“悦己型消费”，更

加注重自我、个性，更加强调

品牌和品质，这些正是消费提

质的主要特征。

春节、“年货”消费的这

种特点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也

代表着整个消费趋势的巨大变

化。从粮票、油票、布票，到

排队买猪肉、买豆腐，再到站

在柜台前“望穿秋水”的百货

商店……春节消费折射了时代

变迁 ,也刷新和丰富着“新消

费哲学”。这不单单是人们消

费观念的演变进化，更是社会

进步的体现。

说到底，没钱没物，“还

要啥自行车”，还谈什么“悦

己型消费”？只有商品和服务

供应极大丰富，市场产品多姿

多彩，人们才有“挑三拣四”

的余地。

“悦己型消费”代表的消

费新风向，对下一步刺激消

费、拉动内需和促进生产及市

场流通都不无启示。接下来，

有关各方不妨顺势而为，加强

对“悦己型消费”的引导和

培育，继续丰富人们的消费

生活。 (徐建辉)

春节“悦己型消费”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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