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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起
成都启动线下导游
自由执业试点

时间回溯到2016年5月，成都作
为全国唯一一个副省级城市开展导
游自由执业线上试点、线下试点和
导游服务费第三方支付试点三项试
点工作，搭建的“成都旅游公共服务
平台”从2016年10月1日上线，截至
2017年底，已注册导游23005人，旅
行社577家，共计选择导游服务旅游
团队25.1万个，接待游客706万人次。

“可以说，线上试点和导游服务
费第三方支付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
成效。”在成都市旅游局局长多央纳
姆看来，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
精神，紧紧围绕省、市党代会决策部
署，按照“全面落实年”工作安排，适
时开展线下试点工作，通过充分发挥
各旅游要素企业的渠道作用，将使导
游自由执业得以全面深入开展。此举
也将进一步推进旅游产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转变监管理念，创新监管
方式，激发市场活力，促进旅游业持
续健康发展。

线下试点有何不同，又将能给
游客带来怎样的变化？据成都市旅
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导游自由
执业线上试点的基础上，自今年4月
起，成都市旅游局将启动线下试点
相关工作，通过充分发挥各旅游要

素企业的渠道作用，使导游自由执
业得以全面深入开展。

事实上，成都启动的线下导游自
由执业内容并不止于此。“借助‘成都
旅游执业公共服务平台’作为落地工
具，将引入旅游景区、旅游集散中心、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车站、机场、宾馆
饭店、涉旅餐饮企业等线下各渠道参
与，覆盖旅游行业吃、住、行、游、购、
娱各要素的试点工作。”该负责人如
此表述。通过整合旅游要素，加大餐
饮、住宿、交通、购物及其他方面的关
联效应，提升旅游综合产出功能，激
发市场需求。同时，利用导游自由执
业试点打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网络
通道优势，引导旅游要素丰富产品供
给，多渠道、多方位组织开展旅游产
品推广活动，使之成为我市旅游业转
型升级的重要增长极。

如何试点？
约车、买门票、订酒店
旅途中的这些事
一个平台全搞定！

覆盖旅游行业吃、住、行、游、
购、娱各要素的试点，对游客来说意
味着什么？答案在《成都导游自由执
业线下试点实施方案》中可见端倪。

今后，借助“成都旅游公共服务
平台”作为落地工具，成都旅游集散
中心旅游集散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
心、旅游景区游客服务中心均将设立
导游自由执业线下宣传服务点位外，

旅游宾馆饭店、涉旅餐饮企业、火车
站，以及机场的候车室、候机厅、到达
厅均也将参与导游自由执业线下试
点。这意味着，游客在旅途中涉及到
的吃、住、行、游、购、娱各项需求均可
快速找到线下服务点。

“成都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已对接
全国各OTA类旅游平台，游客可以
通过这个平台约导游、约景区讲解
员，约车，同时还能实现景区门票预
定、酒店房间预订以及预定餐厅位置
等等。”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通过成都旅游公共服务平
台，游客就不用为了订房间、买门票
而在多个网络平台间切换，而是直接
通过该平台搞定旅途中的一切需求。

目前，全市各旅游景区、旅游集
散中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车站、
机场、宾馆饭店、涉旅餐饮等试点参
与机构正在协调之中，首批将在全
市范围内设立7000余个试点点位。

“成都旅游公共服务平台”目前已注
册导游23005人，旅行社570家，已对
接四川省青旅、上航假期、康辉等77
家旅行社的业务管理系统，“试点工
作启动以后，所有线下试点点位均
可直接接入成都旅游公共服务平
台，查询相关数据。”

如何监管？
网约酒店、餐馆不满意
可投诉、可差评！

网约导游、景区门票、酒店饭

店，从一定程度上避免游客掉入零
负团费的“坑”，但游客其他权益如
何保障？对此，成都市旅游局表示，
将成立“成都旅游调处奖惩委员
会”，作为成都旅游执法的前端机
构，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制定会员奖
惩制度，并对会员实施行业自律管
理，规范其执业经营行为，维护行业
秩序。同时，负责游客或行业之间的
纠纷投诉接待、受理手续办理、情况
核查、处理结果公示、向有关部门移
送投诉等事务。

“游客通过成都旅游公共服务
平台可以对提供服务的导游、景区
等进行评价，不满意可以差评。”在
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看来，通
过用户点赞，形成人气值指数，同时
综合游客、旅行社、导游、OTA类平
台企业多方的相互评价，建立综合
评价信用体系，使评价更客观准确，
最终形成“服务质量越好、用户满意
度越高、信用评分和收入越高”的良
性循环。同时，从行业自律的角度出
发，由“旅游调处奖惩委员会”统一
制定旅游奖惩制度，将评价结果与
纠纷投诉综合计算，建立导游、线下
执业机构信用档案。

另外，建立了“商业保险”模式，
通过保险来规避试点机构的一些经
营风险，保障导游执业的抗风险能
力。将引入在线合同签订、保管制度，
保证所有业务的后续权利追溯都有
合同依据。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昨日，
在杨慎诞辰530周年之际，四川省杨
慎研究会第一次会员大会在成都市
新都区召开，宣布四川省杨慎研究会
正式成立。在此前四川省启动的历史
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中，杨慎位列
首批四川十大历史名人。

据了解，四川省杨慎研究会是由
专家学者和从事杨慎文化研究的工
作者所组成的非营利性群众学术组
织，主要任务是开展杨慎研究工作以
及协助举办杨慎学术研究和编辑出
版活动。

2018 年，时值杨慎诞辰 530 周
年。为推进升庵文化的深度研究与传
承工作，新都区大力实施文化根脉浸
润工程，以升庵文化“三中心一工
程”（打造升庵文化研究中心、升庵

文化体验中心、升庵文化传承中心，
实施杨升庵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
工程）为主线，以修复一处文化古迹
（杨氏宗祠），创建一个升庵文化传习
基地，策划一组文化品牌活动，创作
一批文艺精品力作，打造一条主题旅
游线路，提档一处国家廉政文化教育
基地为抓手，促进升庵文化研究传承
工程繁荣发展。

“我们的目的就是打造一个全国
的学术交流平台，让高校、专家学者、
社科研究机构等都能参与进来。”四
川省杨慎研究会会长倪宗新说，研究
会将系统挖掘杨慎的思想内涵、生平
著述、人生历程和家风家规等，提炼
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当代价值，为全
国和世界各地喜爱杨慎的人士搭建
沟通交流的平台和共同的精神家园。

成都启动线下导游自由执业

“吃住行、游购娱”一个平台全搞定！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
（第十六期）题目

1、地球上的人观看晴朗的天空呈现蓝色，是因
为 。
A.大路上的海水把天空映成蓝色
B.太阳光中的蓝色被物体反射成蓝色
C.太阳光中的蓝色光被天空中的微粒散射成蓝色
D.宇宙空间本身就是蓝色
2、乒乓球瘪了用什么方法能使它鼓起来？
A.放到冰柜里 B.向里吹气
C.泡在开水里 D.用球拍拍打
3、用冰块冷冻食物，最好把食物放在冰块的 。
A.上分 B.下方
C.中间 D.周围
4、家庭照明电路的电压是多少伏？
A.110伏 B.220伏
C.330伏 D.240伏
5、冬天用手摸室外的铁和木头，会感觉 ？
A.一样凉 B.铁比木头凉
C.木头比铁凉 D.不一定
6、为什么先看见闪电，后听见雷声？
A.闪电和雷不是同时发生的

B.声音的传播速度比光的传播速度慢
C.声音的传播速度比光的传播速度快
D.眼睛在耳朵前面
7、能使淀粉变成蓝黑色的是 。
A.碘酒 B.酚酞
C.PH试纸 D.蒸馏水
8、“84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什么？
A.苯酚 B.氯化钠
C.次氯酸钠 D.双氧水
9、常规条件下，音速可以达到多少？
A.680米/秒 B.340米/秒
C.960米/秒 D.1200米/秒
10、“曹冲称象”使用了哪种科学研究的方法？
A.类比法 B.等效法
C.推理法 D.转换法
11、“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这里的蛙
声是指雄蛙在 ？
A.呼吸 B.求偶
C.报警 D.吸水
12、“红眼病”在医学上常被称为？
A.急性结膜炎 B.甲状腺眼病
C.角膜炎 D.麦粒肿
13、“世界油王”指的是哪种植物？

A.油棕 B.椰子
C.甘蔗 D.苹果
14、地球经线经度每隔多少度，地方时相差1小时？
A.10度 B.15度
C.20度 D.30度
15、“文献”一词早在我国的什么时候就出现了？
A.秦朝 B.商朝
C.春秋 D.汉朝
16、“宇宙大爆炸”属于科学探究的哪种形式？
A.科学幻想 B.科学臆想
C.科学理论 D.科学假说
17、20 世纪环境生态学的标志性起点源于一本
书，它是 ？
A.物种起源 B.时间简史
C.寂静的春天 D.人和自然
18、BMI指数大于多少属于肥胖？
A.14.5 B.18.5 C.24.5 D.28
19、WIFI属于什么辐射类型？
A.电离辐射 B.电磁辐射
C.太阳辐射 D.热辐射
20、白炽灯与可燃物的间距应不小于多少米？
A.0.5米 B.1米
C.1.5米 D.2米

答题学知识，
快来用科学武装大脑吧！
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知识竞赛（第十六期）题目，答题收获满满科学干货

地球经线经度每隔多少度，地方时
相差1小时？乒乓球瘪了用什么方法能使
它鼓起来……Hello ，又来到每周一次
的头脑风暴时刻了。一道道有趣又好玩
的科学知识，一边答题，一边武装我们的
头脑。自从本报刊登成都市全民科学素
质知识竞赛题目后，就受到了众多读者
的喜爱，激发了大家参与的热情，众多答
题爱好者已成为死忠的“刷脑粉”。今天
又是周四，快来参加报纸和新媒体时代
的互动答题吧，人人争做科学达人。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请拿出你手
机，扫描下方“科普熊猫”二维码，关注
后参与知识竞答，你将有机会走进电视

台演播大厅，成为CDTV-2每周日20：
00全民益智科普知识电视大赛《你好科
学》的答题闯关嘉宾，获得科学达人的
闪闪勋章哦！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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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物看病动辄几千甚至上万元

近 日 ，济 南 市 民 卢 女 士 花 费
3000 元从宠物市场上购买一只幼
犬，买回家不到两周，幼犬出现呕吐、
便血的情况。卢女士把狗带到一家宠
物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幼犬患了犬
瘟，需要马上治疗。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卢女士的宠
物狗康复，但医院给出的账单却让她
傻了眼——检查、治疗、住院等费用加
起来近万元。高昂的医药费让她产生
疑惑，动物看病真的花费这么多吗？

有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宠物医
院化验用的试纸收费普遍在20元到
150元之间，但其实一般试纸进价一
张仅几元钱，即便进口、敏感度高的
试纸也就10元左右。

在济南华龙路一家宠物医院内，
记者以宠物狗拉肚子为由咨询治疗
费用，这家宠物医院负责人表示，宠
物血常规检查、传染病检查、便解、拍
片、化验等项目要分开收费。记者计
算后发现，仅前期检查费用就已接近
500 元。随后记者以没带宠物来为
由，要求先开药然后再来检查，这位
宠物医院负责人给记者开了两盒药，
收费 200 元。业内人士表示，治疗宠
物拉肚子的药物多为益生菌和消炎
药，进价也就几十元，两百元的售价
实在偏高。

一些宠物主人告诉记者，前期检
查费用只是“小数目”，一旦进入治疗
环节，用药、设备使用、住院等项目收
费动辄几千元，甚至上万元。

标准缺失致价格差异过大

除治疗费用高外，给宠物看病不
同医院收费差异较大。山东威海市民
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养的狗前不久患
上了大叶性肺炎，一家宠物医院表示
治疗费用需要 2000 元左右。而在另
外一家宠物医院，仅验血、检查费用
就要800元，治疗费和医药费加起来
还需要 3000 多元。还有几家宠物医
院工作人员表示，只要带狗来治疗，
价格可以再商量。

记者近期走访发现，在不同的宠
物医院，验血、传染病检查、拍片、治
疗等项目的收费标准差异大。以宠物
血常规检查为例，有的小型医院收费
为30元，一些大型医院则为100元，
但检查内容都一样。

山东省畜牧协会宠物分会秘书
长苏平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宠物医
疗行业还没有专门的定价标准，行业
自身的指导性标准也尚未出台，这导

致一些宠物医院“乱定价”现象频出。
记者采访了解到，以宠物接种疫

苗为例，同样疫苗价格最大相差上百
元。例如常见的英特威疫苗，不同宠
物医院报价在50元到120元一针不
等，而据业内人士介绍，此类疫苗进
价在20到30元一针。

行业亟需规范管理

一方面，宠物医院收费高，另一
方面则是医疗资质缺乏监管。记者采
访发现，有少部分宠物美容机构打擦
边球，私自从事宠物医疗。在济南山
大路，一家宠物美容机构设立在居民
楼内，不少宠物主人带患病的宠物前
来咨询就诊。

济南市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
所长薄茂生告诉记者，根据动物诊疗
机构管理办法，宠物医院的出入口不
得设在居民住宅楼内或者院内。还有
部分不具备从医资格的机构以宠物
服务中心、宠物美容院的名义从事宠
物医疗工作，这些都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

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医疗质量的
良莠不齐，客观上加剧了宠物遗弃现
象。在济南从事动物保护工作多年的
志愿者李正达告诉记者，仅2017年，
他所在的志愿者组织发现并救助的
病犬、病猫就有近百只，其中绝大多
数是患病后被主人遗弃。

中国宠物产业联盟2017年发布
的《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中提到，近
年来，我国宠物医院数量大幅增加，
目前国内宠物医疗机构约10000家，
过去五年复合增速13.2%。但业内具
有一定专业化水准，且为连锁经营的
宠物医院数量占比不足10%。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教师张
风荣说，随着市场逐渐扩大，未来宠
物医疗市场发展方向就是专业化、品
牌化，包括从业资质、医疗价格、收费
名目类别，都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参
照。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应加速推进
标准的制定，促进宠物医疗行业专业
化。此外，还要加强对宠物医疗行业
的准入审核，并加大对从业人员的技
能培训。

李正达建议，物价部门应规范定
价标准，将宠物医院收费限定在合理
区间内。

苏平、张风荣等专家还建议，针
对市场出现的问题，畜牧部门应有针
对性地定期开展宠物医疗行业专项
调查和规范整顿，对于发现的宠物医
疗机构违规行为，视情节轻重程度给
予处罚，严重者可以收回或注销执
业证书。 据新华社

4 月 18 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位
于武阳大道二段与永顺路交汇处的
中环晓院楼下，只见一台绿色的挖
掘机正在勤勤恳恳地作业，施工人
员正对施工区域进行洒水作业。

从去年开始，为提升了“中优”
区域城市风貌和环境品质，成都市
规划局牵头在“中优”区域组织开展
拆除公共区域的违法建筑、拆除有
碍空间开放的围墙、增加城市开敞
空间的“两拆一增”专项行动。那么，

“两拆一增”行动究竟带来了什么样
的变化呢？

“两拆一增”
让城市敞亮起来

中环晓院是于2016年修建好的
商业楼盘，临武阳大道二段与永顺
路侧有临时售楼部和围墙，售楼部
面积 400 平方米、围墙长 200 米。为
配合中环路“两拆一增”成线成片整
治工作，红牌楼街道办事处协调开
发商于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17 日自
行拆除临街部分围墙和售楼部，预
计5月底完成植绿。

据武侯区城市管理局局长汪毅介
绍：“这个售楼部和围墙原本批的就是
临时用地，使用期限为两年，而现在已
经到期了，属于是违规建筑。”

汪毅表示，一方面，城市里的违
法建筑和妨碍视野的围墙，本身就
是城市治理的一个顽疾，本次市规
划局牵头的“两拆一增”专项活动，
就是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
面，这项工作也是希望能给我们的
居民提供一个舒适的休闲场所，相
当于是改造成一个“小花园”，以提
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汪毅表示，对于建成后的公共
绿化场所，街道办也鼓励社区单位
的居民参与管理、维护，增强大家的
荣誉感。与此同时，有居民表示建成
前后反差很大，小区视野变得敞亮
了，景色也漂亮了很多。

脏乱差的拐角
变身为生机盎然的小花园

随后，记者又探访来了位于万兴
路与聚萃街交叉路口的万兴路游园，
看到了一片绿意盎然的休闲游园。据
悉，万兴路游园于2017年11月底开
始拆建工作，对临街围墙进行拆除，
按照规划绿地的标准实施，建成智能

健身广场、景观矮墙、植物迷宫等景
观，已于2018年1月完成。

汪毅表示，在过去“两拆一增”
工作中，相关设计人员有针对具体
情况，进行因地制宜，对临时绿地等
采取播撒花籽、播种花树等；也曾经
采用废旧轮胎，改造成小花园的凳
子，是一个颇具有循环经济、绿色建
设的小创意。

全市“两拆一增”工作初见成效
武侯区重点推进

据悉，市规划局按照 2018 年
元旦、春节两个时间节点，整治完
成了 2 批共 328 处点位。目前，市规
划局牵头共拆除违法建筑 14 万平
方米，拆除围墙 7 万余米，植绿 5 千
余亩，建成公共开敞空间 328 处，
提升了“中优”区域城市风貌和环
境品质。

记者还了解到，武侯区“两拆一
增”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正在重点推
进“两拆一增”工作。截至目前，该专
项小组已完成整治点位94处，共拆
除实体围墙9075米，拆除违法建设
59675平方米，新增城市绿地485755
平方米。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摄影报道

“两拆一增”
还你一个生机盎然的小花园 看病动辄几千元，

这些宠物医院
为何能“任性”收费？

目前，越来越多家庭饲养宠物。研究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宠物数量达
2.5亿只。与此同时，宠物医疗需求快速增长，在一些大中城市，给宠物看病甚
至需要提前半个月预约。“新华视点”记者近期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宠物看病动
辄花费几千元，不同医院收费差异大，还有无从业资格的人员在给宠物看病。

改建后的万兴路游园

四川省杨慎研究会正式成立

在成都，“大众点评”式的网约导游早已不是新鲜事，旅途中的吃、
住、行、游、购、娱是否也能在一个平台搞定？昨日，全市导游自由执业线
下试点工作会上公布，成都将于4月正式启动导游自由执业线下试点，首
批计划在全市范围内设立7000余个试点点位。这意味着，其后游客来成
都旅游不仅可以网约导游，还可通过设在旅游景区、旅游集散中心、旅游
咨询服务中心、车站、机场、宾馆饭店、涉旅餐饮企业等线下服务网点，享
受约车、买门票、订酒店、订餐厅等“一条龙”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