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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G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原本想订一个好

一点的酒店，于是在某 OTA 平台（在线旅游

平台）选的是五星级酒店，看到一家价格很合

适，就预订了。可到了之后才发现酒店的环

境很差，一查才知道是平台自己评的‘五钻酒

店’，不是五星级酒店。平台把自己的‘五钻

酒店’和五星级酒店混淆在一起，真让人防不

胜防！”近日，上海消费者王女士吐槽自己最

近一次预订酒店的经历时说。

通过 OTA 平台预订酒店，已成为很多人

的首选，但在 OTA 平台选的星级酒店可能有

猫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些 OTA 平台将

非五星级酒店，标上“五钻酒店”“金钻酒店”

等字眼，给人以高品质的感觉，以此吸引消费

者预订。但一些消费者预订了所谓的“五钻

酒店”之后，却很失望。

据悉，五星级酒店由全国旅游星级饭店

评定委员会负责评定，评定的标准十分严格，

有 84个硬性指标。四星级酒店由省旅游星级

饭店评定委员会评定，三星级酒店及以下由

市级旅游星级饭店评定委员会评定。

那么，OTA 平台的钻级酒店是如何评定

的呢？某 OTA 平台曾回应称，目前，国内酒

店数量超过 40 万家，而挂牌的星级酒店不到

1万家，超过 97%的酒店无法让用户获知等级

信息作为参考。为此，该平台推出酒店钻级

体系，主要考虑酒店综合设施设备、客户入住

点评等因素，参考星级酒店挂牌标准，评选出

钻级酒店。

但有消费者指出，在一些 OTA 平台上，

星级酒店与平台自评的钻级酒店没有明显区

分。9 月 15 日，记者在某平台实际体验发现，

当点击“选择价格/星级”按钮后，出现的是

“四星（钻）”“五星（钻）”等选项，也就是说，星

级酒店和钻级酒店是混在一起卖的。另外，

在酒店订购页面，五星级酒店的标识是五颗

黄色的小星星，而“五钻酒店”的标识是五颗

黄色的小钻石。如果消费者不仔细观察，很

容易被误导。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也有不少消费者质

疑 OTA 平台的钻级酒店评级与酒店的设施、

服务水平等不符，质疑平台高价售卖非星级

酒店。

对此，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消费者预订

酒店主要基于酒店星级、价格、环境、交通便

利等综合因素，按照消费者的认知，酒店星

级（钻级）应与酒店的设施、服务水平是对等

的。如果存在很大差距，那么所谓的钻级酒

店就是名不符实，存在虚假宣传、误导消费

的嫌疑。

“因此，平台一方面要严格规范钻级酒

店的评定标准，让其名副其实；另一方面，

钻级酒店应与星级酒店严格区分，并显著

提示消费者，以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陈

音江说。

一些在线旅游平台将非五星级酒店标上“五钻酒店”“金钻酒店”等字眼

“五钻酒店”混淆五星级酒店让消费者屡屡中招
有关专家：钻级酒店应与星级酒店严格区分，并显著提示消费者

本报记者 杜鑫

近日，据媒体报道，江苏一家公司在抖

音平台开账号直播、发短视频，声称被“限

高”的失信被执行人也可买飞机票和高铁

票。涉事人员表示，可为失信被执行人“境

外购买全价机票”，在全价票的基础上再收

取机票 1000 元、高铁票价 500 元的手续费，

并称可保证顺利过安检。若另外花 18 万

元，可解决“限高令”带来的出行不便问题。

根据有关规定，被执行人为自然人的，

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后，不得有以下高消

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乘坐

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轮船二

等以上舱位；乘坐 G 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

座位、其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

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等。

“限高令”对“老赖”打出一记重拳，是

多部门加大联合惩戒力度，“让失信者寸步

难行”的具体举措，也是构建诚信社会、法治

社会，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手段。截至 2019

年 6月，全国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1443 万人次，累计限制购买飞机票 2682 万人

次，限制购买动车高铁票 596 万人次。“限高

令”等联合惩戒对“老赖”形成了威慑，上述失

信被执行人中有 437 万慑于信用惩戒履行法

律义务。

然而，一些“黄牛”却收集这些“老赖”的

资料，定向推送广告信息，为“老赖”挖出突破

“限高令”的“暗道”——通过修改身份信息、

使用护照在境外网站购票等方式来购票；让

“老赖”选择使用纸质证件走人工通道，避免

用身份证走机器刷票通道。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成功”购票的“老

赖”不少。这无疑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和挑

战，且涉嫌违法犯罪，也是在挖诚信社会、法

治社会的墙脚，行为非常恶劣。

“老赖”与“黄牛”狼狈为奸，各自获得一

时好处，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根据规

定，被限制消费的“老赖”，如果依然实施相关

消费行为，属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为，可能面临拘留、

罚款。如果情节严重，将构成拒不执行判

决、裁定罪。目前，已有“老赖”通过“黄牛”

购买高铁票顺利出行后被拘留 15日的案例

见诸报道。

而在法律界人士看来，“黄牛”帮助“老

赖”不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

能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共犯。“黄

牛”还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非法侵入计算

机信息系统罪、倒卖车票罪等。上海市高

级人民法院就曾开展过“织网行动——惩

老赖 打黄牛 堵漏洞 建机制”专项执行活

动。一名为“老赖”购买高铁票的“黄牛”构

成倒卖车票罪，被判处拘役 4 个月，并处罚

金 1 万元。

治顽疾需用猛药，在打击“老赖”的同

时，也要严惩“黄牛”，多部门联合出重拳，

加大惩处力度，要让“黄牛”意识到给“老

赖”行方便是给自己找不快。同时，要筑牢

诚信制度“防火墙”，打通相关数据系统，提

高车站、机场等甄别技术水平，堵死“黄牛”

挖的“暗道”。

给“老赖”行方便是给自己找不快

本报讯 （记者裴龙翔）自 2011 年到 2021
年 ，上 海 工 业 增 加 值 从 7231 亿 元 提 高 到

10739 亿元，保持全国城市第一；工业总产值

突破 4 万亿元大关。这是记者日前从上海市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首场党委专题系

列新闻发布会上获得的。10 年来，上海以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为重中之重，全力打响“上海

制造”品牌，加快构建新型产业体系，打造高

端制造业增长极。

面对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新动能持续涌现

的形势，上海瞄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目

标，推动 20世纪 90年代提出的六大支柱工业

转型升级，初步构建起以三大先导产业为引

领、六大重点产业集群为支撑、新赛道产业加

速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的新型产业体系。

上海积极落实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世界级产业集群的要求，推动三大

先导产业规模实现倍增，2021 年总规模达

1.27 万亿元。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产业规

模达到 2500亿元，约占全国的 25%，集聚重点

企业超过 1000 家，吸引了全国 40%的集成电

路人才。

此外，上海六大重点产业集群正不断集聚

发展优势，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

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等重点产业加快出

产值、出品种、出效应，实现集群化发展，2021
年六大重点产业工业总产值超过2.87万亿元。

与此同时，上海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生态正在不断优化。上海在全国首创发布产

业地图，以产业地图为导向，不断优化全市产

业空间布局，推动招商引资和投资促进。5家

制造业企业进入世界 500强，又积极围绕龙头

企业，培育产业链“链主”企业。中小企业专

业化也在加速提升，累计培育国家制造业单

项冠军企业 26 家，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 262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达到 4942家。

以三大先导产业为引领、六大重点产业集群为支撑

上海加快构建新型产业体系

9月18日，在南宁国际会展中心，观众在
选购来自马来西亚的燕窝。

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19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上，来自东盟国家的特色商品受到消
费者的青睐，人们纷纷进入展馆参观选购。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 摄
东盟特色商品热销东博会

本报讯 （记者王鑫 方大丰）看着满地跑

的生态鸡，湖南省浏阳市澄潭江镇和家村中

心组村民罗友林咧嘴直笑。去年，他原本计

划利用建在稻田里的一栋平房养产蛋鸡，被

村里的“田长”彭显洪发现后制止。房子拆除

恢复成耕地，“田长”彭显洪帮忙牵线，让罗友

林到不远处的一片果林里养生态鸡，赚得比

养产蛋鸡还多。

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湖南省全面推行田长

制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湖南已全面推行田长

制。全省已有 13个市、117个县市区实施田长

制，预计 9月底前实现全省全覆盖，确保“田有

人管，地有人种”。

湖南的田长制组织体系可概括为“5+
1”。“5”即省、市、县、乡、村 5 级田长，“1”即由

村“两委”成员、小组长担任的网格田长。省

级田长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市、县

级田长对本地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耕地占补平衡和进出平衡、粮食生产等负

总责；乡级田长负责组织实施耕地和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利用工作；村级田长主要负责及

时发现、制止、报告违法占用耕地行为，开展

劝耕促耕行动。

“通过‘5+1’组织体系，把保护任务逐级

分解下达，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耕地

保护责任全覆盖，将监督管理延伸到‘最后一

公里’。”湖南省自然资源厅副厅长谢文说。据

介绍，湖南省已构建起卫星遥感、铁塔视频、动

态巡查“空天地网”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可对

每块耕地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监测监管。

确保“田有人管，地有人种”

湖南全面推行田长制

中铁置业西北公司全力“保交付”

本报讯 （记者毛浓曦 通讯员屈冲）“全

家如期搬进了新房，孩子如愿上了家门口的

新小学，购物出行也很方便。”近日，在山西省

太原市万柏林区中铁诺德逸宸云著社区，乔

迁新居的李先生说。

今年 6 月以来，和李先生一同迁新居的

业主共有 1216 户。这是中铁置业西北公司

全力“保交付”的一个缩影。作为国民经济和

地方财政的压舱石，“保竣工、保交付、保品

质”既是房地产开发的重中之重，更是落实和

服务“六稳六保”的必修课。中国中铁房地产

板块在西北区域的执行者中铁置业西北公

司，顶住了市场压力，今年 1 月至 8 月，8 万平

方米体量预约交付率达到 100%。

9月16日，由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主办，海淀区曙光
街道办事处与九号公司承办的“2022年海淀区质量月·两轮
电动车安全用车周”活动举行。举办此次科普活动，旨在提升
全民“安全用车”意识，减少电池安全事故发生。

活动现场，九号公司电池研发工程师详细介绍了电池安
全常识，并总结出3招应对电池触电起火的实用贴士。

本报记者 杨召奎 摄

北京海淀举行两轮电动车安全用车周活动

9 月 18 日，江苏连云港，盐业工人将收
获的原盐集中堆放。连日来，连云港各盐田
开始全面进入秋季扒盐作业，呈现一派丰收
景象。 视觉中国 供图

盐田作业收获原盐

本报北京 9月 18日电 （记者甘皙）记者从国家邮政局

获悉，1～8 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 703 亿

件，同比增长 4.4%；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6764.4 亿元，同比增

长 3.9%。

1～8 月，同城、异地、国际/港澳台快递业务量分别占全

部快递业务量的 12%、86.3%和 1.7%；业务收入分别占全部快

递业务收入的 6.6%、49.2%和 10.8%。与去年同期相比，同城

快递业务量的比重下降 1.2个百分点，异地快递业务量的比重

上升 1.6个百分点。

1～8 月 ，东 、中 、西 部 地 区 快 递 业 务 量 比 重 分 别 为

77%、15.5%和 7.5%，业 务 收 入 比 重 分 别 为 77.4%、13.4%和

9.2%。与去年同期相比，东部地区快递业务量比重下降 1.5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下降 1%；中部地区快递业务

量比重上升 1.3%，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升 0.7%；西部地区

快递业务量比重上升 0.2 个百分点，快递业务收入比重上

升 0.3%。

据悉，1～8 月，邮政服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1466.8 亿

元，同比增长 6.2%；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累计完成 189.7 亿

件，同比增长 9.8%；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 260.6
亿元，同比增长 3.8%。8 月份，邮政服务业务总量完成 158.8
亿元，同比增长 4.8%；邮政寄递服务业务量完成 24.0 亿件，

同比增长 6.5%；邮政寄递服务业务收入完成 30.3 亿元，同比

增长 1.1%。

前8月全国快递业务量超700亿件
同比增长 4.4%

本报讯 （记者时斓娜）近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司印发关

于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的通知，要求自 2023 年 4 月 1
日起，城市供水全面执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
2022）；到 2025年，建立较为完善的城市供水全流程保障体系

和基本健全的城市供水应急体系。

通知要求推进供水设施改造。一方面，升级改造水厂工

艺，各地要组织城市供水企业对照《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5749-2022）要求，开展水厂净水工艺和出水水质达标能

力复核，需要改造的，按照有关要求有序实施升级改造；另一

方面，加强供水管网建设与改造，对影响供水水质、妨害供水

安全、漏损严重的劣质管材管道，运行年限满 30年、存在安全

隐患的其他管道，结合燃气等老旧地下管线改造、城市更新、

老旧小区改造等，加快更新改造。

通知强调，要提高供水检测与应急能力。各地疾病预防

控制主管部门要加大督查检查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加强

水质卫生监测，防范卫生安全风险；城市供水主管部门要加强

城市供水水质监测能力建设，组织开展对出厂水、管网水、二

次供水重点水质指标全覆盖检查。与此同时，各地要完善供

水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在水源突发污染、旱涝急转等不同风

险状况下的供水应急响应机制。此外，通知还明确，推进供水

智能化管理水平。

三部门发文要求加强城市供水安全保障工作

到2025年基本健全城市供水应急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