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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从成都边检
站了解到，截至12月21日，
成都边检站年内共验放
484.2万人，泰国仍为中国
公民经成都出境的第一目
的地，但占比有所减少。尤
其是第四季度，赴泰游客
同比减少了2万多人。

“究其原因，9月份以
来泰国整顿‘零负团费’，
泰国游涨价是一个明显因
素。”一位资深旅游业从业
者分析。而泰国的近邻越
南，以及菲律宾，成为经成
都出境的新热门目的地，
人次增长明显。

整顿“零负团费”致泰国游涨价

“泰”冷了
越南菲律宾成新宠

新数据
第四季度泰国游
减少了2万多人

成都边检站的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12月21日，经成都边检站出入境的
旅客为484.2万人次。“近期每天出入
境旅客1万多人次，预计今年全年经
成都出入境旅客为495万左右。”成都
边检站的一位工作人员称。

今年8月中旬，成都边检站验放
的出入境人次就突破了300万。而第
四季度以来，出入境游客明显减少。
据介绍，每年第四季度都是出入境
的淡季，今年四季度的出入境人次
同比没有明显增长，“与去年差不
多”。其中，占去三分之一人数之多
的赴泰旅游表现今年尤其不给力。

据成都边检站统计，截至21日，
中国公民经成都出境前往泰国
585861人次，占全部中国公民出境
人数（1911654）的30.65%。而2015年
同期占比为32.72%。第四季度以来，
中国公民出境前往泰国104674人
次，去年为125437人次，减少20763
人次；所占全部出境中国公民比例
也由去年同期的36.43%下降为今年
的30.02%。

“泰”冷了
价格上涨近2000元
团队游客降四成

“从今年9月开始，成都赴泰
游团队人数锐减，最大的原因是
泰国政府整治‘零负团费’后价格
上涨。”昨日，成都多家旅行社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泰国素以阳光、
沙滩、海鲜名扬世界，也吸引着大
批成都游客。但自从9月泰国打击

“零负团费”开始，泰国各条线销售
量大幅下降。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专门
负责泰国游市场的杨经理告诉记
者，受打击“零负团费”影响，泰国
这 条 线 的 价 格 从 以 前 的 1000～
2000元上涨到了4000元左右，仅10
月份他所在的旅行社赴泰游客量
减少了60%～70%左右。“整个国庆
黄金周，泰国当地的旅行社就不愿
意接团，有部分旅行社甚至出现了
整个黄金周没有发过一单赴泰旅
游团队的现象。”

整治“零负团费”让赴泰游变得
“昂贵”了起来，不少旅行社不得不
放弃组团赴泰游。一位不愿意透露
姓名的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游

客对价格很敏感，4000元的价格可
供选择的目的地很多，没有必要非
去泰国。虽然12月份赴泰游的游客
量已经有所上升，但与去年相比，依
旧下降了30%~40%。

新热点
价格更便宜
赴越南菲律宾游客人数激增

成都赴泰游市场“大洗牌”，下
一个东南亚旅游热点在哪里？成都
边检站的数据统计显示，与泰国游
遇冷形成对比，今年经成都航空口
岸出境，去往越南、菲律宾的旅客成
倍增长。截至12月25日，中国公民出
境去往越南的人数为252691人次，
是去年102990人次的近2.5倍。去往
菲律宾的人数为16286人次，是去年
5213人次的3.12倍。

杨经理也告诉记者，除了日本、
韩国、越南这些已经成熟的旅游目
的地，在东南亚市场中增长最大的
是菲律宾，“随着成都与菲律宾开通
直航，成都前往菲律宾的游客量激
增，预计菲律宾应该是下一个东南
亚出游市场的热点目的地。”

“4000元左右的东南亚线路很

多，越南芽庄、菲律宾长滩岛都可以
选择！”昨日下午，记者在红星路附
近几家旅行社咨询时，工作人员
表示，目前东南亚国家价格都差
不多，泰国价格涨上去以后，市民
的选择反而多了起来。随后，记者
登录携程、途牛等在线旅游网站
发现，从成都出发前往泰国普吉
岛、苏梅岛6日5晚，价格在4000~
5000元左右，清迈6日4晚自由行
甚至达到了7000元以上。同样是6
日5晚，成都前往菲律宾长滩岛半
自助游价格在3500~5000元左右。
同样的，成都前往越南芽庄6日5
晚半自助游价格也在3000~5000元
左右。

不仅团队游客不再将泰国作
为首要目的地，在国内知名的自
由行服务平台蚂蜂窝发布的《全
球自由行报告2016》 中显示，拥
有全越南最好海滩的芽庄，也是
最适合潜水的地方，已经成为东
南亚最新热门目的地，而自由行游
客在芽庄的人均花费仅为5513元，
而在曼谷的人均花费已经达到
6634元，在普吉岛的人均花费甚
至达到了8013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李秀明

19日，家住四川平昌县白衣镇的
张洪亮上山捡柴火，当晚没回家，亲人
一直寻找未果。直到24日，其弟弟张洪
平听说哥哥失踪6天还未回家，便与父
亲陈汝星（此为亲生父亲）了解情况
后，联系亲戚联系村干部，发动村上16
名村民上山寻找。当日下午，张洪亮在
山中被找到，当时他趴在地上一动不
动，在场众人都认为他已经死亡。但警
察现场勘查时，手电照射到张洪亮眼
睛上，发现其眼睛动了，人还活着，村
民立即打了120，警民联合将其送到平
昌县人民医院抢救。

男子6天没回家 在山上被找到

19日，张洪亮出门拣柴未回家。
住在张洪亮家一旁的父亲陈汝星感

觉奇怪，平常张洪亮都是早晨出门
捡柴，晚上回家休息。随即，陈汝星
与张洪亮的养父张锡联家里联系，
表示自己80多岁，腿脚不便，希望张
锡联家人帮忙寻找。张锡联介绍，自
己早在周围场镇范围内都寻找过，
接连6天都没有张洪亮消息。

24日，在外打工的弟弟张洪平
将事情向村上反映，村干部李映炉
带上16名村民沿山寻找，下午5点左
右，村民在山中将张洪亮找到。“找
到人时，发现张洪亮趴在地上一动
不动，身上衣服全部打湿，身体两侧
还有被手挖过的泥槽。他拣柴用的
弯刀，花篮也在附近。”在现场的村
民李美德说，张洪亮被找到后，因为
想着他6天6夜不吃不喝，加上19日
到24日气温比较低，“我们在场的人

都认为他已经死了。”
随后，李映炉向张洪亮妹妹张

洪英打电话介绍情况，听到哥哥已
“死亡”，张洪英立即向白衣镇派出
所报警。

烧完纸放完炮
警方取证时发现人活着

白衣镇派出所相关工作人员回
复，当时接到的消息说张洪亮是摔
死，随后立即赶往现场。

张洪英回忆，当时她和警方一
起赶往现场，并带上了草纸和鞭炮，
希望带张洪亮回家办理丧事。

“在公路边将纸烧完之后，放了
鞭炮。”张红英说，她随后和民警一
起走到山里的勘察现场。

李美德介绍，当时天已渐黑，警
方用手电照射拍照取证的时候，发现

“呀，张洪亮眼睛动了一下”。这一下
引起了大家注意，紧接着张洪亮的头
部微微动了一下。通过仔细确认，张
洪亮还有微弱呼吸，确实还活着。警
民联系白衣镇卫生院速来抢救。

知道哥哥还活着，张洪英还没
有缓过神来，考虑到在地上躺了几
天的哥哥，张洪英跑到周围附近的
村民处提来一壶热开水，给他喂
下，他逐渐醒来。

送医后发现大面积脑梗
目前还未脱离危险

在平昌县人民医院，记者看到，
张洪亮还在做心电监护。医生介绍，

张洪亮到医院后立即进行抢救，通
过医院检查，发现张洪亮脑部大面
积脑梗，目前还未脱离危险。通过了
解，发现张洪亮还有“间歇性精神
病”史，目前要恢复好还需时日。

达州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郑
涛介绍，一个人在只喝水不进食的
情况，一周左右会死亡，不喝水不进
食在4天左右会死亡。受气温影响，
大巴山最近气温都较低，温度几乎
在10℃以下，身体机能会下降。在大
冬天里，一个人6天6夜不吃不喝，几
乎达到了人体的极限。

6天6夜，张洪亮还活着，“这简直
是奇迹，谁都没想不到。”张洪英介
绍，“医生说这两天正是关键时期，
如果顺利度过，生命就没有危险。”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现场打探：
停放区位“白边绿标”
单点位至少可停放10辆

统一后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位长
什么样？成都商报记者提前为您打
探。昨日10点，在地铁4号线双桥路站
D出口侧面，我市首个非机动车停放
区位开始设置。工人们正在现场紧张
施工，整个停放区位由白色边线和划
于区域两端的非机动车绿色路面标
识组成。“停放区位的宽度固定为2
米，长度可根据实际情况来规划，但
单点位可停放数量不宜小于10辆。”
交警五分局三大队民警黄爽说。

10点半，非机动车停放区位设
置完成，工作人员将路边的30多辆
共享单车推入停放区位内，整齐摆
放着。几分钟后，市民胡先生骑着共
享单车到达地铁站口，他很自觉地
将车停入停放区位，“以前没有规划
单车的停放区位，通常直接骑到地
铁站出入口对面，随意停放。”胡先
生说，现在有了统一的非机动车停放

区位，既方便大家出行，又解决了乱停
放的问题。

交警提醒：
地面标识车头朝向哪边
停车就该朝向哪边

根据导则规定，地铁站出入口
30米范围内，禁止设置非机动车停

放区位，不少市民对此产生了疑惑。
对此，成都交警特别作出了解释，

“这里特指地铁站出入口扇形区域
的疏散通道，如果设置停车区域会
影响市民疏散，因此30米范围内是
禁止设置的。”为了方便市民出行，
符合设置原则，成都交警将非机动
车停放区位设置在地铁出口侧面。

交警五分局三大队民警黄爽介

绍，此次非机动车停放区位设置的
地点主要在各大中小街道的地铁站
出口，公交车站台停车点，商场周
边。“在停放的时候一定注意车头朝
向，保持与绿色标识朝向一致。”黄
爽表示，大家在停放的时候，最简单
的办法就是看地面绿色自行车标
识，地面标识车头朝向哪边，停车就
该朝向哪边。

记者了解到，从昨日起，成都中
心城区所有非机动车停放区位一律
以此为标准，设置工作启动并全面
铺开。“如果以前规划的非机动车停
放区位不一样的，均需更改成白边
绿标样式。”需要提醒的是，规划设
置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位应在7个工
作日日内向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城
市管理部门进行备案。

城管引导：
路上巡逻
劝导市民规范停车

单车乱停放，肆意仍在路边、门
口，既影响了美观又影响了交通秩序，
成都市统一非机动车停放区位后，所
有的非机动车都应当到就近的停放区
位内停放。如果乱停乱放怎么办呢？

“我们会在道路上巡逻，对未将
车停在停放区位内的市民进行劝
导。”成华区万年场街道办事处城管
科工作人员苏建说，尽量劝导市民规
范停车，如果发现了无人看管、乱停
放的车辆，工作人员会主动将车辆移
入非机动车停放区位内。成都商报
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服装企业突围
让私人定制不再奢侈

随着电商的冲击、人力和租金成
本上升、国际品牌冲击等影响，成都传
统服装行业面临转型升级。深耕服装
行业20余年、擅长服装设计的金敏，将
其开设的公司业务由团体定制转型为
私人定制，并且面向大众客户，精湛的
工艺、相对亲民的价格赢得市场青睐，
月均营业额约40万元。这或许可成为
传统服装制造企业转型样本。

“越来越多的客人不再接受工业
化大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人们更
趋于追求个性、彰显自己品味的着
装。”在温江巴尔玛工业园内一栋名为

“城郊会客厅”楼内，金敏畅谈其转型
思路。他说起话来温文尔雅，透着一分
儒雅淡定。

金敏认为，随着产能过剩及个性
化需求增加，服装行业以往的批量生
产模式将向精细化模式转型，人们的
着装需求已不满足于跟风随大流，而
是进入需要着装体现个人气质、内涵
的“新裁缝时代”。

目前，金敏打造的这栋7层楼的独
栋“城郊会客厅”，集设计、制作、办公、
社交等功能于一体。“有顾客来这里体
验后，说一年四季的衣服交给我们来
打理，还有顾客说，一年里十万元的服
装预算，交由我们来安排。”这一年里，
店内“粉丝”越聚越多。

对于未来打算，金敏表示，“作为
手艺人，希望自己能坚持‘匠心’，开发
更多的款式，保证品质，打造一家百年
老店。” 成都商报记者 贺华玲

家属烧纸放炮后 警察发现：呀，人还活着

成都首个非机动车停放区位建成

共享单车停放 看清楚“白边绿标”

县级政府部门不再新建网站
已建成的明年底前要关闭

近年来，政府网站出现的“僵尸”
“睡眠”等问题有所改善，但一些政府
网站仍然存在“内容更新不及时、交流
互动不回应、办事服务不实用”等问
题，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针
对此类情况，四川省政府日前印发《四
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
全省政府网站质量的通知》，要求各级
政府网站切实搭建好政民桥梁。

通知要求，要加快构建省、市两级
政府网站技术平台，省级技术平台由
省政府办公厅牵头于2017年底前建
成，市级技术平台由各市（州）政府负
责于2018年底前建成。省直部门应整
合内设机构网站，原则上1个部门只保
留1个网站，自身无技术保障能力的应
在2018年底前迁移到省级统一技术平
台；市级政府部门及县级政府已建成
政府网站应于2019年底前迁移到市级
统一技术平台或安全可控的市级政务
云平台；县级政府各部门、乡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不再新建政府网站，已
建成的由县级政府于2017年底前有序
组织关闭，无保障能力的立即关停，并
将信息公开、解读、回应、互动、服务等
必要功能整合到县级政府门户网站。

不及时、不准确、不回应、不实用
是当前政府网站存在的主要问题，建
而不管或管不到位是产生这些问题的
根本原因。通知明确，各级人民政府办
公室（厅）是本级政府网站建设管理的
第一责任主体。通知还提出，2017年省
政府办公厅将适时开展专项督查，对
成绩突出的予以表扬，对多次出现问
题、长期整改不到位的重点督办并通
报批评，对分管负责人和工作人员进
行约谈问责。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老赖身份在闹市LED屏曝光
10天后，赔偿款拿到了

当亲戚的身份信息在南充闹市区
LED屏上被曝光10天后，唐琴（化名）
终于领到了丈夫的8.9万死亡赔偿金。
这一天，她已经等了1年。

唐琴的丈夫石某两年前在亲戚家
喝酒后坠楼身亡，法院判决其亲戚一
家赔偿8.9万元。不过，判决生效后，其
亲戚一家并未及时履行法定义务。12
月6日，嘉陵法院在南充闹市LED屏上
依法滚动曝光失信被执行人91名，其
亲戚的名字也在其中。

嘉陵区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
说，以往通过法院网站曝光“老赖”，
但看到的群众比例有限，而闹市区
的LED屏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老赖”
的信息，让这些老赖有压力，让他们
尽快履行法定义务，同时也给其他

“老赖”以警示。
26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南充市嘉

陵区人民法院获悉，蒋某等人身份信
息被曝光10天后，自身也觉得很没有
面子，最终迫于舆论压力主动找到法
院，提出和解此案，履行法定义务，并
请求法院将自己从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和曝光台上删除。据悉，自LED屏上滚
动曝光失信被执行人以来，嘉陵区人
民法院已有两起案件被顺利执结。

庞鸿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

从昨日开始，成都市统一的非
机动车停放区位设置工作全面启
动。昨日上午，成都第一个中心城区
公共区域非机动车停放区位在地铁
四号线双桥路站D出口正式投入使
用，新的非机动车停放区位统一成
“白边绿标”的样式。

据悉，成都市非机动车停车区
位设置工作将陆续展开。

第四季度泰国游同比减少2万多人，去往越南、菲律宾的旅客则成倍增长

26日，双桥路地铁站D出口外，共享单车整齐地停在停放区位内。交警提醒，停放区位为“白边绿标”，地面
标识车头朝向哪边，停车就该朝向哪边

工作人员为非机动车停放区位画线

泰国素以阳光、沙滩、海鲜
名扬世界，吸引大批成都游客

平昌男子失联6天后被发现，趴着一动不动，一度被众人认为已经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