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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让暑暑期期旅旅游游搅搅局局者者出出局局

驾驾考考““同同城城不不同同价价””早早该该终终结结

□刘振

头条评论

一家之言

□王乐伟

精彩微博

密码对半分
@德州运河公安分局

一对夫妻在银行ATM机
排队取钱，女的把卡插进去之
后对男的说，不许看，蜀黍当
时就认为这家女的管财，在听
到按键嘟了三下后女的对男
的说，该你了，密码居然一人
掌握一半。所以大家是不是又
学会一招？密码对半分，谁被
骗都能保住卡里的钱。

几招防中暑
@德州发布

夏季高温已经到来，如果
你感到无力、痉挛、头晕眼花、
耳鸣、心悸等，有可能你中暑
了。虽然中暑涉及众多因素，
但老年人、超重人群、酗酒者、
高血压患者、心肺肾等疾病患
者、服用镇静剂安眠药等药物
者更容易中暑，需多加注意。

此话很实在
@德州气象

昨天轰轰烈烈的大风大
雨冰雹雷电已经过去。夏季强
对流天气突发性、局地性较
强，监测也比较困难。我们在
这里特别感谢通过留言、私信
告知冰雹、雷电实况的网友。
你们的反馈很有用，多谢。

本报推出“精彩微博”栏
目，只要您在德州，只要您发
了精彩的微博，在新浪微博@

齐鲁晚报今日德州，您的微博
就可能见报。欢迎大V小V们
参与。

又到了一年旅游旺季，不少
旅行社忙得不亦乐乎。把握好这
个暑期或许就能挣得钵满盆满，
可有人偏偏就打起了歪主意，在
行程中擅自安排购物、增加另付
费项目、擅自改变行程等惯用伎
俩，坑害游客利益，也扰乱了正常
的旅游市场秩序。据报道，监管部
门出重拳整治，叫停那些违规“直
通车”，这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其实，自打去年《旅游法》颁
布实施以来，德州旅游市场经历
了一轮洗牌，不合理低价团、通
过安排购物或另付费项目获取
回扣等违规现象得到了整顿，注

重品质和服务渐渐成为旅行社
的发展趋势，不少不规范的“小
型社”、“夫妻店”、“黑社”等被迫
出局，游客投诉情况也显著减少
了。可惜好景不长，进入今年暑
期后，一部分违规经营者开始蠢
蠢欲动，譬如个别旅行社出现了
零负团费、挂靠承包、违规带团、
欺诈游客、降低服务标准等不规
范行为，尤其是冒出了一大批违
规经营的景点“直通车”，给旅游
市场带来了诸多不安全因素，合
法经营者也损失了正当利益，重
拳整治这些违规经营者，成为业
界的一致呼声。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
旅游监管部门的决心和行动，对
于违规旅行社露头就打，仅第一
季度就下达整改通知书6份。再
比如，近期频繁出现的违规操作
直通车问题，德州市旅游局在接
到举报后，拦截了一辆旅游大
巴，进行了现场执法检查，此案
一经查实，将对违规企业及个人
作出严肃处理，在全行业内通
报，叫停那些违规“直通车”。心
存侥幸或许让这些违规经营者
铤而走险，市场监管者要做的就
是让他们付出更高的违法成本，
让不规矩的冒险投机者自动退

市。唯有如此，旅行社经营者才
会更规矩一点，游客也才能更放
心一点。

有需要就有市场，作为消费
主体的游客也需要提高自我保
护意识和辨别是非能力。面对不
合理甚至离谱的服务价格，要多
一份慎重理性，面对不规范的旅
游经营行为，要勇于主动举报投
诉。这是自身维权的需要，也是
健康的旅游市场不可或缺的因
素。

让暑期旅游市场的搅局者
出局，还业界一份公正，给游客
一份心安。

日前，德州市物价局和德州
市交通运输局联合下发《关于禁
止驾培机构对外地学员差别定
价的通知》，通知规定，禁止驾培
机构对外地学员差别定价。这个
消息一出，不少外地人拍手称
快，其实，这样的决策值得所有
人为之点赞，这是一个幸福城市
应有的包容。

之前，非本地人在德州报考
驾照，需要比本地人多缴一笔培
训费，少则四百，多则一千，这让

很多人不解。有关部门解释，驾
校对本地和外地学员的收费不
一的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虽然
今年对外地学员名额放宽，但驾
校仍保留先前的收费习惯。可
是，这个“习惯”不太好，不知剥
夺了多少外地人的同城待遇。

有名额限制多收费，似乎无
可厚非，但是，在一切恢复正常以
后，这样的收费完全就没了道理。
外地人来到德州，由于受这样那
样的限制，本就难以享受同城待

遇，无形之中增加了他们的生活
成本。从这个层面出发，政策理应
向他们倾斜。退一步说，就算不能
倾斜，也应该坚决做到一视同仁。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惠民
政策一出，相关部门的决心也展
露无遗，他们不再对驾培行业乱
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
要让这一措施落到实处，不让任
何一所驾校有空档可钻，必须还
要考虑在政策落实的前提下，多
一些具体的监管和整治。

这个消息虽然来得晚了些，
但“同城同价”的公平毕竟到来
了。当然，对于外地人来说，可能
这样的一视同仁仅是冰山一角，
在很多时候，我们依然要面对二
元体制的无奈和尴尬，但只要一
步步去解开这些症结，人们的幸
福感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因为，
德州不仅仅是有德州户籍市民
的德州，更是所有居住在此的公
民的德州。对生活于斯的所有人
来说，同城，同价，才能同心。

7月9日，产能达20万辆
的东风柳汽柳东乘用车基地
一期项目竣工投产，而东风
柳汽首款轿车景逸S50，也在
新基地举行下线仪式。景逸
S50将在8月底成都车展上
市，目前已经开始接受预定，
其预售区间在7-10万元。据
悉，该车有望在容量最大的
A级车细分市场为东风柳汽
创造新的增长点。

外观方面，景逸S50采用
了倒梯形的镀铬前进气格
栅，配合柳叶形的前大灯、开
口很大的底部进气口以及流
线型的车身设计，让新车具
备了不错的视觉效果。LED
日间行车灯的加入更为新车
增添了几分时尚气息。尺寸

方 面 ，新 车 的 长 宽 高 为
4 6 3 0 m m / 1 7 9 0 m m /
1526mm，轴距达到2700mm，
后备箱容积为500L。

内饰方面，采用黑色内
饰搭配银色饰条组合，体现
出较强的运动感。中控台的
设计上没有太多特别之处，
但是按键及旋钮的阻尼，还
是体现出较高的装配水平。
配置方面，高配车型配置非
常丰富，包括自动大灯、自动
空调、多功能方向盘、天窗
等，另外根据厂家人员了解，
景逸S50将全系标配车身稳
定系统。

动力方面，景逸S50搭载
的是1 . 5L或1 . 6L自然吸气
发动机。前者的最大输出功

率 为 1 2 0 马 力 ( 8 8 k W ) /
6000rpm，峰值扭矩为143
牛·米/4000rpm，后者最大
输出功率为122马力(90kW)
/6000rpm，峰值扭达到151
牛·米/4000rpm。传动方面，
与发动机匹配的是一台5速
手动变速箱或CVT变速箱。

编辑点评：景逸S50是东
风柳汽在乘用车方面迈出重
要一步，一方面景逸S50所处
的A级车型市场容量较大，这
也为东风柳汽带来新的增长
点；另一方面经过多年积累，
景逸S50也代表东风柳汽在车
辆设计、制造等方面，达到新
的水平。对于景逸S50在未来
市场表现，还是值得期待的！

销售热线：0534-2582333

东风风行景逸S50 8月底上市
预售7万-10万元

吉利全球鹰GX7

手续齐全

价格面议

186053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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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车车

今年以来，为巩固支小
助微成效，齐河农商银行建
立小微企业独立核算体系，
充分考虑对小微贷款管理
管理及拓展难度，采取资金
投放有保有压，对符合产业
导向、竞争力强、有良好增
长性且信用好的企业优先
支持并给与利率优惠。对高
耗能、高排放、管理和技术

落后的企业尽量避免。建立
起了信用登记制度，对小微
企业信用动态记录，动态研
究小微业务发展环境。同
时，严格信用恢复制度，对
产品创新能力强、前景好、
还款意愿强但暂时出现困
难的企业给予信用调整，确
保信贷资金用于高效实体
经济。 (王宁 魏宝瑞)

齐河农商银行立体“扶微”固成效

陵县联社审计部在检查
中发现有些群众在遇到存单/
折、银行卡丢失后，忙于找寻
而错过最佳挂失时机，造成经
济损失的现象。审计部及时进
行提示：客户在丢失凭证后，
可以首先采取口头挂失，挂失
途径有柜面挂失、电话银行、
网上银行、拨打96668电话进
行挂失；口头挂失有效期为五
天，在有效期内尽快携带本人

身份证去开户网点办理书面
挂失；书面挂失三天后可以进
行凭证补发，本人补发时需要
携带身份证、挂失回单。柜员
需要注意在进行书面挂失时，
可以先进行口头挂失，保证客
户资金安全后，再进行书面挂
失操作。通过此提示有效解决
了群众难题，拉近了群众与农
信社的关系。

(任秋云 王翔宇)

陵县联社做好业务风险提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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