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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天府书展将于11月
29日~12月2日在成都世纪城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成都时代出版
社作为本次活动的参展商，展位
位于1号馆四川出版展区内，实
际面积56平方米，共展精品图书
159 个种类、约 1700 册，期刊杂
志3个种类，现场阅读推广活动
10余个。展陈设计以传承融合、
儒雅时尚、交互体验为主，搭建
一个可供开放、探讨、分享的沉
浸式体验情景阅读空间，充分凸
显成都时代出版社全面转型后
的开放、共享、创新、融合的全新
姿态。在天府书展上，成都时代
出版社将会为广大读者带来哪
些精品图书呢？

如果去成都时代出版社展
位，一定不能错过有两本极具
设计感的书。

其中一本是《寻绣记》，10
年来四川唯一获得全国书籍设
计艺术展金奖作品。《寻绣记》
讲述了一个裁缝眼里的世界，
她是裁缝，也是一个寻梦者，本

书以作者亲历的角度，从寻找
民间古老绣片的角度出发，以
绣为线索穿梭在时间的旷野，
接触有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另
一种生活形态，遇到花，遇到
鸟，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们，遇到
怅然若失的故事。

另外一本是四川省作协主
席、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得
主、著名作家阿来的作品《花重
锦官城·成都物候记》，本书是阿
来描写成都植物的散文作品集。
阿来久居成都，在他眼里，植物
是成都必不可少，甚至能作为

“城市名片”存在的自然风物。在
这本书中，阿来借腊梅、芙蓉、丁
香、含笑等21种植物，让读者认
识了一个香花满园的成都。

还有一套“天府文化·成都
故事”系列值得推荐，《成都旧
时光》《成都滋味》《成都老街记
忆》《成都旧事》《成都龙门阵》
这一本本书籍，将成都的时光
掠影深藏其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11月27日，由四川省政府新
闻办主办、国际在线承办的“外眼
看魅力四川·‘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主流媒体及青年四川行”活动
在成都启动。来自阿联酋、波兰、
尼泊尔、泰国、越南等“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40余名主流媒体成
员、丝路青年将组成参访团，走进
四川成都、眉山、雅安、汶川等地，
近距离感知魅力四川。本次活动
将持续至11月30日。

四川省委外宣办（省政府新

闻办）副主任代光举在致辞中表
示，四川省历史悠久、山川秀美、
人文底蕴深厚，早在5000年前，
就孕育了以宝墩文化、三星堆遗
址、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
明，仅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就有九
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青城
山、峨眉山-乐山5处。四川自古
与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就
有文化交流，此次活动亦是一个
见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段雪莹 王垚

近日，家住成都温江朝阳·时
代西锦的业主发现，小区地下停
车场负二楼修起了一个洗车店，
这样的行为，合规吗？“一方面是
排污问题，洗车产生的污水如何
处理？另一方面，如果洗车场开在
负二楼，湿气可能会很重，长远来
看，会不会对建筑主体材料有损
坏？”小区业主何先生质疑。

11 月 26 日，记者从成都市
温江区综合执法局市容秩序管
理科工作人员处了解到，依据

《成都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办法》），“对于小
区地下停车位大于800个的，成
都鼓励设置地下洗车场的配套
设施，一方面是为小区业主提供
便捷服务，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路
边污水横流、车辆乱停放的问
题。”一蒙姓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发现，对于排污、扰邻
等问题，在《办法》中都有相应的
严格规定。

业主质疑：
担忧排污和湿气问题，
且未组织业主投票

11月24日，记者了解到，该
小区地下停车场有两层，居住住
户超过 5000 户，在小区负二楼
确实开了一家洗车店。洗车店旁
边紧邻负一楼、负二楼通道，距
离小区11栋1单元不远。现场洗
车店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快速
擦洗设备准备就绪，店内灯光、
设备、装潢也基本完成。店内工
作人员介绍，11 月 25 日就会开
始营业。小区业主前期还可以享
受免费洗车体验。

何先生是朝阳·时代西锦小
区的业主，不久前，何先生从小
区其他业主处听到了停车场里
开洗车场的事。

对于小区停车场里开洗车
场，何先生不赞成，“一方面是排
污问题，洗车产生的污水如何处
理？另一方面，如果洗车场开在
负二楼，湿气可能会很重，长远
来看，会不会对建筑主体材料有
损坏？”在何先生印象中，没有看
到关于负二楼停车场修建洗车
场的前期相关公示文件，“更没
有组织业主投票。”

11 月 25 日，记者联系温江
区公平街道办，工作人员透露，
将调查了解后，再告知相关情
况。11月26日，记者再次前往位
于该小区负二楼的洗车场，发现
洗车场并没有营业。

部门回复：
需满足硬性要求，
应设置截水沟、沉淀池等

11 月 26 日，成都市温江区
综合执法局市容秩序管理科蒙
姓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11 月
25日、26日，相关工作人员前往
朝阳·时代西锦小区地下洗车店
实地查看、调查了解，“依据《成
都市机动车清洗站管理办法》相
关条例规定，对于小区地下停车
位大于800个的，成都鼓励设置
地下洗车场的配套设施。”

按照《办法》规定，机动车清
洗站的设置有几项硬性要求：“作
业区应当划分洗车区和擦车区，
洗车区应当设置截水沟、三级沉
淀池及污泥暂储设施；作业区地
面、车辆进出口通道应当采用混
凝土硬化，作业区墙体及清水池
立面应当采用防渗漏材料覆盖；
室内清洗站专用的洗车区和擦车
区总面积不得小于一百平方米；
按规定设置全市统一设计的机动
车清洗站标识；国务院建设主管
部门发布的机动车清洗站技术规
范规定的其他要求。”

《办法》还规定，不能设置在
紧邻层（紧邻层为居民住宅的地
上房屋）。

暂缓营业
相关证件不齐全，
目前正在申报中

这样的洗车场修建，是否需
要征询业主同意呢？“根据《办法》，
（建立前期）要求征求业主意见，在
这方面有些工作没做到位。”蒙姓
工作人员介绍。《办法》第14条规
定，“已建成的城镇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设施、商业服务业设施等
地下配套停车场，经专有部分占
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
主同意，可以按照本办法第九条
和第十一条的规定，在原地下停
车场内增设机动车清洗站。”

按照规定，洗车场需要办理
营业执照、排水证，目前查明，其
相关证件还在申报办理中，“在
法定证件未齐全以前，不能进行
经营。”蒙姓工作人员解释。11
月 26 日，记者从温江区综合执
法局、公平街道办工作人员处确
认，目前洗车场暂时不能开业经
营，要等到相关证件办理完毕
后，方可营业。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天府书展即将开启
成都时代出版社

将带来这些精品图书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主流媒体及青年四川行活动

在蓉启动

小区地下停车场开洗车店
业主质疑业主质疑：：

污水咋排？湿气重咋办？
有关部门有关部门：：

证照不齐，暂不能营业

明年“五一”假期延长至5天
解读黄金周背后的

人们出游意愿的空前高涨，
甚至引申出“假荒”这一热词，我
们真的缺假吗？

事实上，回顾中国人的节假
日演变史，从曾经的单休时代、双
休时代，到如今的多个公共假期
分布在各月，假期总天数已经从
最早的 59 天增长到 115 天，占全
年的31%。也就是说，中国人其实
有接近1/3的时间都在休假。

“不管是媒体或者中国旅游
研究院的调查，都显示出旅游已
经成了消费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领
域，这是不容置疑的。”唐晓云告
诉记者，与世界 62 个主要国家和
地区相比，我国法定节假日天数
（11天）目前排在并列33位，人均
每年法定节假日天数远高于大部
分发展中国家。而之所以出现不
少人感觉假期不够用这一现象，
在唐晓云看来，一个原因是我国
的带薪休假制度落实不到位，还
有一个原因则是假期结构还不太
理想，未来可能还需要再度调整。

“未来，建议要在全域旅游发
展战略下，发展夜间旅游等新业
态，向时间和空间要假日经济的
新潜力。”唐晓云如此建议。具体
来讲，就是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
来让经济发展拥有的新增长空
间。时间的层面，包括成都在内的
不少城市已挖掘出城市夜间经济
的新动能。从空间上来说，可以发
展海洋旅游、虚拟旅游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从 3 天到 5
天，虽然只有 2
天的变化，然而
游客对于五一假
期的需求热度以
及反响热情，从
市场数据反馈就
能 窥 见 一 斑 。
2020 年 节 假 日
放假安排公布当
天，就有很多消
费者在线咨询明
年五一的出境长
线游产品。据统
计，半天内通过
携 程 APP 和 网
站搜索预订国内
游、出境游产品
的人数出现爆发
式增长，3 小时
内，携程平台国
际机票搜索量同
比暴涨10倍。

同时，马蜂
窝旅游网数据显
示，“五一”加长
版小长假关注度
飙升至最高，“五
一”关键词搜索
热 度 上 涨
1127%，“五一国
外游”关键词的
搜索热度也上涨
了221%，“五天”
这一关键词的热
度 ，也 增 长 了
198%，“五一”小
长假的受关注程
度远高于其他假
期，或将成为明
年又一个集中出
游高峰。在“五
一”相关的旅游
产品中，定制游
和邮轮游两大品
类旅游热度涨幅
最高。

假
11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
发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莫过于“五
一”放假延长到了5天。“这是一个恢
复‘五一’黄金周的讯号。”中国未来
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博士
一直以来都强烈主张恢复“五一黄金
周”，2020年全国的放假安排一公
布，他就迅速意识到“这是国家相关
部委的尝试，很有可能是恢复‘五一
黄金周’的前奏。”

如此调整，背后的考量到底是什
么？这一两天假期，是如何“牵一发
而动全身”的？记者专访中国旅游研
究院副院长唐晓云，解析我国黄金周
假期的变革，以及全国休假制度背后
的考量。

假期多1天：国内旅游 收入可增三百亿
大假多1个：分布更均 缓解休假“堰塞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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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行的节假日中，“五一”假期可以说是最“命运多舛”的假期了。今年如
此调整，背后的考量到底是什么？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
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劳
动节适逢春夏相交、气候宜人，很多
民众都希望在春暖花开时外出旅
游、探亲、休闲。为了回应人民群众
的呼声，2020 年劳动节通过调休形
成 5 天假期，顺应社情民意，有利于
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多样化
的需求。

对于“五一假期变为5天是否会
成为未来趋势”这一疑问，唐晓云认
为，“这要取决于市场的反应，也就是
游客对旅游需求的反应情况。”唐晓
云表示，如果市场反响比较好，同时
广大游客也对5天的假期比较认可的
话，“不排除五一假期放5天这一模式
被延续的可能。”

从3天变为5天，2天之变背后藏
着怎样的考量？唐晓云告诉记者，“从今
年公布的假日安排来看，五一假期也是
通过调休的前后挪移，形成了为期5天
的假期，将会对跨越1~2个城市的中长
距离旅游出行产生一定促进作用。目前
国家在促进和刺激消费的方面有很多
动作，也确实意识到了假日经济、休闲
经济对于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是
很大的。”唐晓云表示，从常见的3天、5
天、7天假期来看，正好是短途、中途、长

途旅游所需要的时间。其中，7天的“黄
金周”会形成长途旅游高峰期，而3天
的小长假则因为时间的原因，会影响和
限制一些中长距离的旅游出行，适合短
途游，而5天很有可能会成为中长途旅
游市场的主流，也将催生国内游市场新
的旅游产品。

事实上，从去年和今年的数据来
看，据文化和旅游部综合测算，今年五
一假期，全国国内旅游接待总人数1.95
亿人次，按可比口径增长13.7%，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1176.7亿元。而2018年
五一期间，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1.47亿
人次，同比增长9.3%，实现国内旅游收
入871.6亿元。也就是说，4天假期的旅
游消费，是3天假期的1.3倍以上。

国泰君安此前发布的研报显示，
休假时间的延长，尤其是黄金周制
度，有力推动了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五一假期延长，将对旅游业整体产生
显著拉动作用，利好景区、酒店、出境
游和免税板块。唐晓云表示，2020 年
放假安排公布之前，相关部门也征求
过很多轮意见，虽然不明确此次调整
是出于怎样的目标，但她认为，本次
假日调整应该还是以释放消费需求，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
游消费需求为目标。

1999年9月，国务院改革出台的
新法定休假制度规定，国庆节、春节
和“五一”法定节日加倒休共放假 7
天。但到了2007年12月，国家明确从
2008 年起取消“五一”黄金周。近年
来，人们对于五一小长假、长假的呼
声愈发强烈，刘思敏就是强烈主张恢
复“五一黄金周”的人之一。

“除了国庆、春节两个长假外，其
他诸如清明、端午等三天假期，并不
足以支撑远游以及长途探亲等较为
耗时的安排。”在刘思敏看来，无论是
带薪休假还是增添小假，都无法真正
意义上缓解出行压力，反而让人们的
休假需求成了“堰塞湖”，所以才有了
今天国庆、春节人满为患的尴尬。

随着 2020 年全国放假安排的公

布，五一连休 5 天，也是假期改革 10
年来的头一遭。对此，刘思敏认为，这
是五一黄金周终会回来的前兆，“很
有可能会恢复五一黄金周制度。”

记者了解到，在“五一”黄金周被取
消后，目前的休假体系只有春节与“十
一”黄金周两个长假，国庆节与春节只
隔着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春节到国庆节
之间却有八个月左右没有长假。刘思敏
表示，随着国内经济水平增长，人们精
神需求提升，旅游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但“风景在远方”，除了国庆、春节两个
长假外，其他诸如清明、端午等三天假
期，并不足以支撑远游以及长途探亲等
较为耗时的安排，“因此恢复五一长假
有利于促进消费，拉动内需，会对经济
平稳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个“缓冲”？
目前长假分布不均，国庆、春节人满为患

一辆“马车”？
数据：假多了一天，旅游收入增加300多亿

现
象

梳理2020年部分节假日安
排，记者发现，全年有1、3、5、7、8
天长短不一的放假天数，这样阶梯
式的假期，反映了人们怎样的需
求？“愈发丰富的休假制度体系，让
人们的假期安排更加多样。”长期
深入旅游领域研究的唐晓云认为，
这要从中国先后多次修订放假相
关政策说起，“每一次国家制度调
整，都有其目标导向，都非常严谨，
也经过了多次意见征求。”

◇1999年

“当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
机，扩大内需，促进增长，我国借
鉴国际假日调整的经验，出台黄
金周制度。”在唐晓云看来，当年
国务院公布新的《全国年节及纪
念日放假办法》，自此“十一”、春
节及“五一”7 天黄金周旅游成国
人生活的新亮点，也为拉动内需、
促进国内消费立下了汗马功劳。

◇2007年

当年，为了改变节安排过于
集中等问题，我国再次进行了国
家法定节假日的调整，出台《国务
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
放假办法〉的决定》，最大的变化
就是从 2008 年开始，五一黄金周
消失了，变成小长假。同年实施的

《职工带薪年假条例》也被视为是
休假制度的补充。但五一黄金周
改为小长假后，恢复五一黄金周
的呼声也日益高涨。

◇2019年

今年“五一”恰逢周三，通过
与周末调休形成4天“小长假”，实
质性地增加了一天节日休假时
间。2020年则是在延续2019年“五
一”休假安排的基础上，进一步拓
展，通过调休再多增加了一天节
日休假时间，从而形成了 5 天的

“小长假”。

展
望

向
时
间
和
空
间
要
假
日
经
济
新
潜
力

今年国庆，宽窄巷子游人如织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