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长沙市橘子洲旅游区

重庆市南川区神龙峡景区

景区安全隐患严重

旅游安全巡查服务缺失；时有游客翻越临江警戒线观景或拍照，

却无安全管理人员制止或提示

景区环境卫生差

餐饮区食品加工场所卫生严重不达标；景区厕所设施设备破损严

重，长时间无人清扫，污水污迹多，异味严重；景区垃圾箱破损严

重，垃圾清扫不及时，垃圾处理站暴露，异味严重

旅游秩序混乱

存在欺客宰客、变相强迫消费、庸俗讲解、“野导游”现象

旅游设施和服务严重缺失

游客中心触摸屏等多处设施无法正常使用，旅游投诉室、医务室

无人值守；景区内标识导览系统严重缺失；旅游标识指示不准确

不清晰

安徽省安庆市天柱山风景区

福建省南平市武夷山景区

福建省永定-南靖土楼旅游区

撤消2家5A级景区 严重警告3家5A级景区

几家景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5家5Ａ级景区被摘牌或严重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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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G20 杭州峰会倒计时 1 个月，杭

州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道

路提升、旧街改造、大气治理、景观亮

化……许许多多的改变，让生活在这

座城市里的人获得感越来越强。

接棒安塔利亚以来的两百多个

日日夜夜，杭州坚持“以民为本”理

念，努力交出优异答卷。

以民为本，就要坚持“最小干预、

最小影响、最具安全”。杭州城市道

路改善提升，安排在晚上 10点到第二

天凌晨 5 点，最大限度减少对市民出

行的影响。

以民为本，就要把补齐城市基

础 设 施 短 板 和 补 齐 民 生 短 板 相 结

合。杂乱破旧的思鑫坊重现历史风

貌，污水横流的弥陀寺巷变成绿草

如茵的小公园。服务保障峰会的短

期目标，同提升城市品质和国际化

水平、改善民生的长期目标高度统

一，其形成的机制、建成的设施，都

将惠及长远。

以民为本，就要在城市建设中，

重视人们对历史传承的情感诉求，不

搞大拆大建。每座城市，都有被人们

铭记于心的独特韵味、印记。正走向

现代化、国际化的杭州，江南水乡特

点、历史建筑风貌在改造中得以保

留。目前，峰会主会场、中外领导人

驻地、相关活动场地的改造提升全面

完成，但没有一个场馆是新建的，都

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完善。

以民为本，就要让群众广泛参

与，把愿景和蓝图交给他们。杭州市

多年来坚持“以民主促民生”，坚持问

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

民，集纳民智，修正决策，赢得支持。

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的一项民意

调查显示，杭州市民对成为 G20 峰会

举办地的总体满意度达 96.8%，86.8%

的人认为自身幸福感由此得到提升。

毫无疑问，服务保障 G20 峰会是

眼前工作的圆心。而以民为本带来

的获得感，正汇聚起各方合力，共同

画出一个更大的“同心圆”。这个“同

心圆”，为峰会，也为民生；为世界，又

为杭州；为当下，更为未来。

（据新华社杭州8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 8月 4日电 记者 4
日从财政部了解到，为减轻企业和个
人专利申请和维护负担，财政部日前
制定了《专利收费减缴办法》，自
2016年 9月 1日起，减缴力度最高可
达85%。

办法规定，对于申请费（不包括
公布印刷费、申请附加费）、发明专利
申请实质审查费、年费（自授予专利
权当年起六年内的年费）以及复审
费，上年度月均收入低于3500元（年
4.2万元）的个人、上年度企业应纳税
所得额低于30万元的企业以及事业

单位、社会团体、非营利性科研机构
可以减缴 85%。两个或者两个以上
的个人或者单位为共同专利申请人
或者共有专利权人的，减缴70%。

据悉，专利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
请求减缴专利收费的，应当提交收费
减缴请求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专利
申请人或者专利权人通过专利事务
服务系统提交专利收费减缴请求并
经审核批准备案的，在一个自然年度
内再次请求减缴专利收费，仅需提交
收费减缴请求书，无须再提交相关证
明材料。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8月 3日
电 百年奥林匹克运动在“时尚酷炫”
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国际奥
委会全会3日表决通过,滑板、冲浪、
攀岩、棒垒球和空手道等5个大项进
入2020年东京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在公报中说，这个决
定是现代奥运史上“一次最全面的革
新”。有很大的呼声认为届时应该在城
市里搭建临时场地举行滑板和攀岩比
赛，那将是奥运会吸引年轻人和顺应体
育运动城市化潮流的历史性变革。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认为，东京
奥组委给出的设项计划符合《奥林匹

克2020议程》，这五个项目包含了成
熟的、新兴的和在年轻人群中颇受欢
迎的运动，并且在日本具有良好的基
础。

滑板、冲浪和攀岩在青少年中拥
有大量死忠粉，都极富挑战性，具有
自我展示特质，形成了各自的流行文
化。它们的加入将为古老的奥林匹
克运动增添“酷炫”气质，带来更多灵
感和创意。空手道和棒垒球则更多
是属于东道主的强势项目。根据计
划，这 5个大项届时将包含 18个小
项、474名运动员，且每个项目男、女
设项均等。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无论是
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国家，发展理念决
定着前进方向、路径和速度。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鲜
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新发展理念，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
期的发展提供了指南。只要牢固树立
和自觉践行五大发展新理念，就能不
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

大逻辑——发展新理念
是治国理政新思想的重大理
论创新成果

在长沙高铁站和黄花机场之间，
一列红白相间的列车平稳快速穿行。
光从外观上，很难看出这是刚刚开通
的我国首条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中低速磁悬浮运营线。

今 年 上 半 年 ，我 国 GDP 增 长
6.7%，国民经济在运行总体平稳的基
础上显示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

进入经济新常态，新矛盾、新挑战
接踵而至——曾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
遭遇了连续十几个季度的增速放缓。

不仅有自身“成长的烦恼”，外部
也遭遇着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重重压
力。截至目前，全球贸易已连续5年放
缓，中国的发展将迈向哪里，增长的动
力在何处？

2016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调研时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
全会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
的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
药方。新的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要
坚决贯彻。”

实践证明，在新理念指引下，中国
经济的良好前景已经显现。今年1至

6月，贡献率已过“半壁江山”的服务业
继续发力；经济运行质量继续改善，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6.2%，高技
术产业占比不断提升至12.1%；经济发
展新的动力仍在增强，每天新增1.4万
户企业……中国经济呈现的活力、定
力令世界惊叹。“发展理念是否对头，
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说。

大作为——着力增强贯
彻落实发展新理念的能力和
水平

“五大发展理念是对实践经验的

总结，是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但并不
是说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在肯定中
国“半年成绩单”的同时，中国国际经
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部长徐洪才指
出，“当前最重要的是牢固树立发展新
理念，并提高践行的自觉性。”

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靠
领导干部有大作为。党员干部要提高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能力和水平，成为
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家里手。

小破小立，大破大立。越是对旧
事物有依赖，越是会阻碍新事物的成
长壮大。比如拘泥于“增长速度”，习
惯于“粗放发展”，难免会放松甚至忽

视全面深化改革和转型升级任务，从
而难以实现发展的跃升。

——要增强把握现代经济发展规
律、提高发展质量效益的水平。

“践行五大发展理念，必须熟悉现
代经济运行的特点，以符合经济规律
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在中国社科院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研究员吴波看
来，当前，经济分工日趋复杂、形态更
加高级，领导干部没有“几把刷子”，难
成大事。

——要有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的素养，有“直面问题”的责任担当。

发展新理念现实针对性很强。践
行过程中，必须瞄准薄弱环节，弘扬改
革创新精神，敢“啃硬骨头”、敢于攻坚
克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在破除体制
机制障碍、突破困难短板中推进发展。

大气派——在增强自信
中开创发展新境界

基辛格在其新著《世界秩序》中写
道：“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
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当前的中国，正为解决全世界共
同面临的问题探索新的发展之道。

“五大发展理念绝不单纯是经济
指引，它还引导着中国的全面发展，并
将对世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吴
波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历史总是要前
进的，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
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
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
的未来。”

崇尚创新、注重协调、倡导绿色、厚
植开放、推进共享——中国在发展新理
念的指引下，必将开创出发展新境界。

治国理政新思想新实践

橘子洲、神龙峡被“踢”

记者从国家旅游局了解到，橘子
洲、神龙峡被“踢”出5A级，天柱山等
三家景区被警告，这些结果看似“意
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

被摘牌的两家景区主要存在安
全隐患严重、环境卫生差、旅游服务
功能严重退化、旅游设施和服务严重
缺失、旅游秩序混乱等问题。

此外，厕所脏乱差、景区垃圾箱
清理不及时、讲解预约难、各种旅游
服务设施无法正常使用……成为橘
子洲和神龙峡被摘牌的“几宗罪”。

5A级景区非“终身制”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副主任
戴学锋介绍，我国5A级景区的评选依
据，是国家旅游局制定的《旅游景区质
量等级管理办法》。该办法对于景区
评级的评价涉及多个维度，包括资源
评估、设施评价、游客评价等方面。

为啥当初不遗余力去参评5A，如
今竟然会出现价格欺诈、卫生环境不
过关、服务质量低等自砸招牌的行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服务
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魏翔表示，一方
面是因为景区的经营权和所有权很难
统一，景区资源是国有的，但不少经营
者则是单纯从利益出发；另一方面是
长期以来，我国对旅游景区的质量管
理滞后，不少省份仅关注A级景区的
数量增加，却忽视了质量建设。

“个别景区创 5A成功后大松一
口气，更加重视经济效益而忽视管
理，忽视对旅游者的服务。”戴学锋
说，5A级景区从来不是“终身制”，通
过摘牌或者警告等方式对不达标景
区进行处理，正是 5A级景区动态管
理的一种体现。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对旅游景区来说，创牌不易，护牌

更难。捧回牌子后，不能只顾拿着 5A

级金字招牌当“摇钱树”，而应以品质

的保证兑现 5A 级的承诺。此次国家

旅游局委托第三方专家组进行独立暗

访调查，发现景区乱象集中表现在管

理和服务方面。这表明，这些 5A级景

区已有名无实，摘牌理所应当。

在上述问题背后，“重申报、轻维

护”才是病根。面对 5A级景区这块金

字招牌，部分地方政府和旅游景区，动

用各种资源想方设法都要搬回家。可

一旦进入 5A级景区序列后，往往上调

了门票价格，却降低了管理标准。增

加的收入，很少用在提高管理服务水

平、维护景区生态环境上。

此次这两家 5A级景区被摘牌，也

是给所有旅游景区再次敲响警钟。旅

游景区在创牌之后，绝不能一心只向钱

看，而应该积极护牌、强牌。

对被摘牌的景区来说，应该亡羊补

牢，集中进行反思与整改。对于监管部

门而言，要进一步完善A级景区退出机

制和社会监督体系，强化景区质量等级

前期评审和后期监管，让降级甚至摘牌

成为常态，倒逼景区提升服务质量和管

理水平。（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8月4日电 日前，
国家旅游局再次对严重不达标的5家
5A级景区进行处理。一年内，全国已
有12家5A级景区被摘牌或警告整改。

去年10月，山海关景区5A级资质被
取消；丽江古城、西樵山景区、濠河景区、西
溪湿地、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明十三陵等
6家5A级景区被严重警告限期整改。

国家旅游局规划财务司司长彭德
成介绍，全国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
等级评定委员会对近期游客投诉比较
集中的 5A 级景区进行质量等级复
核，复核方式采取委托第三方专家组
进行独立暗访。

办G20峰会：

坚守“民本”绘出“同心圆”

下月起专利收费减缴最高达85%

五个大项进入东京奥运会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发展新理念

这些景区的“金字招牌”缘何被“下架”？
——多家5A级景区被摘牌及严重警告背后

暑期旅游旺季是各大

旅游景区开门迎客的好时

机。然而，有5家 5A级景

区却高兴不起来：国家旅

游局日前宣布对长沙橘子

洲、重庆神龙峡等 5家 5A

级景区摘牌或警告。这些

5A 级景区的“金字招牌”

为何被拿下或褪色？

服务管理不到位
就该摘牌

相关链接

一年内12家5A级
景区被摘牌或警告

8月3日，在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武装警察进行训练。英国伦敦市长和
警察局局长3日宣布，伦敦将增加600名武装警察加强街道巡逻，以应对可能
发生的恐怖袭击。 新华/法新

伦敦增加武装警察应对恐袭

8月4日，距离G20杭州峰会开幕还有一个月。浙江大学留学生提姆在
杭州东山弄社区教居民学英语。 新华社发

2015年11月7日，福建省南靖土楼景区内商铺多且乱，旅客体验不佳。 CFP供图

8月4日，中国首条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低速磁浮商业运营铁路——
长沙磁浮快线列车驶过浏阳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