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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亚薇

一年半，全省新建

旅游厕所万余座

对于中国的厕所问题，已经
吸引了不少外国人的注意。早在
两年前，北京马拉松的参赛者
们在天安门附近的红墙处“集
体如厕”，3到5个小时的比赛，
除了赛程原因，人多厕所少也
是北马参赛者“尿红墙”的重要
因素。

其实，厕所问题已经广泛
存在于游客旅行途中，更有国
外记者专门就中国的厕所问题
写过新闻。

人们都知道“WTO”是世界
贸易组织，却很少有人知道WTO
也是世界厕所组织。世界厕所组
织发起人说过，“厕所是人类文
明的尺度”。为改变全国范围内
旅游景区厕所少、厕所脏的问
题，自2015年3月起，中国启动了
为期三年的“旅游厕所革命”。

11月19日是世界厕所日，就
在这之前，山东省召开了全省范
围内的厕所建设管理现场会，总
结一年半以来省内旅游厕所的
建设情况，并对接下来的任务
进行了说明。

根据世界厕所组织统计，
每人每天平均要上6至8次厕
所。我省年接待游客已超过7亿
人次，游客每年旅游如厕次数
超过50多亿次。“要把山东从旅
游大省建成旅游强省，就要从
改善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最薄弱
的环节开始，解决好旅游厕所
问题，才能真正解决好天文数
字般的如厕问题。”山东省副省
长季缃绮说。

会上，省旅游发展委主任
于风贵对全省旅游厕所建设管
理情况进行了介绍。他说，从去
年旅游厕所新建、改扩建工程
启动，截至10月底，全省共建成
旅游厕所11123座，乡村旅游点
户厕44000座，提前两个月完成
了任务目标。预计到年底，乡村
旅游点户厕以外的旅游厕所将
超额完成20%左右。

山东多地成立城市

厕所开放联盟

为了解决厕所问题，有的城
市做了不少创新性的工作，这其
中，“城市厕所开放联盟”就是其
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目前已经在
济南、青岛、枣庄、济宁、滨州等
多个城市使用。

据济南市副市长张海波介
绍，目前的旅游厕所，既面临新
建厕所选址建设难，建设速度跟
不上游客需求的问题，又面临存
量厕所使用效率低，很多单位厕
所只供内部使用的问题，济南市
创新性地成立了“城市厕所开放
联盟”，鼓励社会单位对外开放
内部厕所，提升了城市旅游公共
服务功能。

“鼓励具备条件的沿街机关
事业单位、宾馆酒店、商场超市
等开放内部厕所供游客使用，特
别是对市民游客流量较大的景
区景点、公园广场、商业街区附
近的单位内部厕所，都要求无条
件对外开放，形成‘厕所联盟一
条街’。”张海波说，目前济南的
成员单位达到1100余家，要求在
醒目位置统一悬挂开放标识。

与济南一样，枣庄也开启了
“联盟”建设。在11月15日当天的
参观过程中，位于枣庄市市中区
光明路街道办事处的厕所便对
外开放，可供市民和游客使用。

在济南、枣庄等市发布的
《城市厕所开放联盟文明公约》，
对文明如厕做出了号召，倡导游
客文明如厕，爱护公共设施。

既是厕所，又是花

店

在厕所革命的过程中，有一
点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厕所建
设和管理维护的费用从何而来？

据山东省财政厅介绍，一年
来，省财政统筹中央和省级资金
1 . 08亿元用于支持旅游厕所建
设，其中包括投入旅游厕所奖补
资金7960万元，投入乡村旅游点
公厕建设资金2860万元。除了农
户厕所补助，还对全省2236座乡

村旅游点公厕进行了奖补。
除了“以奖代补”，不少城市

提出了“以商养厕，以商管厕”。15
日在枣庄参观的厕所中，位于枣
庄市市中区光明广场西城镇公
厕和科技馆公厕就是该政策的
代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厕所后
期管理和维护。

运行了三个月的光明广场
公厕整洁一新，除了厕所，这里
更像是综合服务中心，大厅里有
电视，有自动售货机，有手机充
电站，还有ATM取款机……据了
解，该“厕所”的销售所得，便会
用于日常管理。

在枣庄市科技馆的旁边，一
栋簇新的红房子吸引了不少人
的注意。这座编号为66的房子，除
了是个厕所，还是一家花店。“花
店每天营业额500元左右，20%的
利润率，一个月下来能有3000元
左右的收入。”花店和厕所的“承
包人”马莲说。

马莲是“零就业家庭计划”
的受益者，作为困难家庭承包了
科技馆旁的城区公厕，成为枣庄
市旅游精准扶贫的受益者。从另
一个角度来讲，跟光明广场的公
厕一样，也是“厕所+”的商业服
务衍生创新行动的一部分。

据马莲介绍，除了花店的收
入，屋顶的广告牌租出去每年有
15000元收入。“这些收入基本都
用来支付厕所管理员的工资。”

除了标准化管理，

文明如厕更重要

目前，山东省的旅游厕所革
命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标志着两
年来集中开展的大规模旅游厕
所新建改建行动告一段落，即将
转入常态化的旅游厕所建设和
管理新阶段。

“国内外旅游发展实践表
明，旅游厕所数量和运行维护水
平是旅游发展的硬指标和软实
力。”在季缃绮看来，厕所后期的
标准化管理也是关注的重点。

当然，目前不少公厕已经开
启了标准化管理，例如枣庄市中
石油第55加油站，花费4 . 5万元全
新改造的公厕，采用每一小时打

扫一次的方式，使得这个人流量
大的厕所干净整洁。

建设厕所是基础，市民和游
客文明如厕则显得更加重要。作
为一线从业者，枣庄市4A级景区
仙坛山小镇的厕所清洁员孙守
美感受颇深。“平时会往厕所里
放卫生纸，但10卷纸中，总会有2
卷被游客带走。”孙守美说。

作为全国101个厕所革命
先进市的济宁，开展了一系列
文明如厕活动。济宁市招募文
明旅游志愿者1340人，统一着
装，开展《文明如厕公约》宣传，

组织厕所文明知识竞答。同时
各县市共印发《文明如厕倡议
书》5000多份，在各旅游景区、
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曲阜
高铁站、汽车站、码头、机场、乡
村旅游点、旅游餐馆等旅游接
待场所张贴。

如如厕厕先先闻闻花花香香，，还还能能顺顺便便充充个个电电
山东新建1 . 1万座旅游厕所，一些城市探索“以商养厕”

本报济南11月16日讯(记者
宋磊) 15日上午，省旅游发

展委举行首届山东省新品牌旅
游商品评选暨第十四届山东省
旅游商品创新设计大赛启动仪
式，近期开始接受报名，11月底
完成布展，12月1日至4日进行
评审、颁奖并对外展览。

旅游商品涉及旅游装备、
旅游用品、旅游纪念品三大品
类，是承载文化、推动创新、带
动多产业融合发展的载体。省
旅游发展委副主任孙树娥说，

“2015年，游客在我省旅游购物
花费达到1631 . 32亿元，占全年
旅游消费总额的23 . 1%，是2006
年的7倍还多，位居旅游六要素
第一位。”旅游购物作为旅游者
消费中占比最大的要素，其发
展对旅游产业的影响举足轻
重。为此，省旅游发展委策划这
次活动，旨在大力推进旅游商
品品牌建设，提高我省旅游购
物环境发展水平。

省旅游商品中心主任田忠
民说，新品牌旅游商品的评选，

将区别于游客耳熟能详的老字
号和著名品牌，与“山东100”突
出的知名老品牌形成互补。为
保证参评产品质量，评审中若
出现工商、质监部门提供的参
评商品被投诉或不合格报告，
将取消该商品的评审资格。

多次担任旅游商品大赛评
审的山东艺术学院设计学院专
家王大海说，本次大赛设置显
著的新变化在于实物类和方案
类作品的相互转化，既注重把
作品转换成商品，又注重把商

品作品化。这是过去主管部门
和企业都面临的问题，在品质
和品牌方面，无论是新还是旧，
能让承载齐鲁文化的旅游商品
进入到现在的生活，让现代人
接受就成功了。

济宁市旅游协会会长、曲
阜市三孔旅游服务总公司总经
理尹洪福介绍了三孔旅游商品
创新和新品牌评选对企业的意
义及孔子文化商品市场化经
验。山东尚礼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树亭介绍了其打造

旅游商品互联网精准营销平台
的经验。山东电视台影视频道
制片人唐亮说，新闻媒体将深
入挖掘旅游商品设计人和创新
者那份匠人精神以及创作背后
的故事，整合成为展示山东旅
游形象的文化产品。

山山东东将将推推出出““新新品品牌牌旅旅游游商商品品””
有别于“老字号”“著名品牌”，与“山东100”形成互补

在旅游出行的过程中，“找厕所”这件小事一定困扰过不少人，有人因为怕找不到厕所不敢在旅途中喝水，有人因为厕厕所卫生条件太差选择委屈自己
憋着……作为必备的生活设施，直接体现一座城市旅游公共服务水平的“厕所”成为近年来讨论的热点。

11月15日，全省旅游厕所建设管理现场会在枣庄召开，展示自2015年初我国发起“厕所革命”来，我省旅游厕所发生的巨变——— 厕所早已不是人人掩鼻
的场所，而是变为一道“风景”。

如果一位年轻妈妈单独
带着年幼的宝宝出门，想上
厕所了怎么办？因为身体状
况欠佳，出现女儿想要协助
老父亲，儿子想协助老母亲
上厕所怎么办？为了解决一
部分有特殊需求群体的“第
三卫生间”出现了。随着厕所
革命的实施，城市中、景区里
也出现了。

一直以来，我国的卫生
间都按照传统习俗分为男、
女卫生间，但根据目前情况
来看，如果公共卫生间仅分

为男女，也存在很多的不方
便。据了解，目前很多发达国
家都有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为独立的结
构，可供家庭或有特殊要求
的人群使用。里面设备互不
妨碍，并配有适应于残疾人、
老人使用的设施。

在11月15日参观的7座
厕所中，有两处专门设置了

“第三卫生间”，卫生间内有
大、小两个马桶以及洗手池，
马桶均设置有扶手，另外有
母婴台可供婴儿使用。

““第第三三卫卫生生间间””方方便便特特殊殊群群体体

葛相关链接

厕所和花店结合，以商养厕。

主办：山东省旅发委
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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