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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暑忌吃大量油腻食物，“多素
少肉”成为不少居民的消暑饮食新
选择。郑州市民刘女士的“菜篮子”
就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鸡、羊、猪等
肉类的购买量减少了，黄瓜、土豆、
海带等素菜以及鱼虾增多了。

而早上要送孩子，还要准备早
饭，“夜间买菜”也成为不少居民的生
活新方式。8月 8日晚上 8点，郑州
市丹尼斯六天地负一楼超市，茄子、
青椒等耐储存的蔬菜和西瓜、梨子等
耐储存的水果成为紧俏货。“虽然晚
上可选余地小，但是消费者不用忍受
酷热以及排队之苦，还可以顺便散步
消食。”生鲜柜店员小赵说。

“每次采购蔬菜瓜果，一般会购
买三到五天的量。天气太热了，我
要尽量减少外出买菜的次数。”郑州
市民林先生说。

据省发改委价格调控处监测：
便于存储的根茎类蔬菜的价格涨幅
要高于叶类蔬菜，主要是受市场供
求影响。

图为居民在进口超市选购果
蔬 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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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是普通人消暑纳凉最重要
的工具。于是，商场里、地铁站里，
所有开放的、有中央空调的地方，都
会成为老少皆宜的消暑纳凉场所。

“从一个空调房到另一个空调
房的道路是最难熬的旅程。”95后
孙洋洋在微信上打趣说。不过，对
于新生消费力量来说，“免费找凉
快”已经是上一辈人的消费理念，电
影院、自助唱吧、融合餐厅、滑冰场、
健身房等“花钱找凉快”的场所，才
是年轻人在酷暑中得到放松、享受
凉爽的主要方式。下班后，不甘寂
寞的他们纷纷奔向那个白天就计划
好了的凉爽的目的地。

少数已经实现财务自由的中年
消费群体，纷纷将年休假福利集中
在七八月兑现，或到国内外的避暑
胜地度假小住，或自驾北上寻找清
凉。出行方式升级带动高铁和民航
客运增势强劲，据预测，高铁、航空
客 运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将 同 比 增 高
20%以上。

图为 8月 7日，游客在河南五
龙山景区避暑游玩。⑨3 赵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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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天气也悄然改变了市民的
出行习惯。开封市直机关的新入职
公务员田先生告诉记者，“早出晚归”
是他抗热防暑的重要妙招。“早上提
前1小时出门，20分钟开车到单位既
有停车位，还能赶上吃早饭；晚上延
迟1小时下班，顺便在附近吃完晚饭
后再开车回家，路上一点儿也不堵。”

相比“单身贵族”的潇洒，“有家
有口”的洛阳市民陈女士需要按点回
家做饭，干脆选择打车出行。她告诉
记者，她所居住的小区和工作的单位
都没有地下停车位，实在受不了一天
两次在车里“烧烤+桑拿”。或打车、
或拼车、或顺风车，各种APP平台还
有不少优惠活动，相比油价上涨、停
车难、违章停车被贴条等综合交通成
本，其实贵不了多少。

打车上下班既方便了自己也拉
动了共享经济。我省互联网和相关
服务业增长势头旺盛，仅今年上半年
就增长35.5%，高于全省规模以上服
务业增速22.4个百分点。③9

图为居民用手机软件打车 本报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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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如厕问题看
似小事，却释放出
浓浓的民生暖意。

张海军
鹤壁市残联理事长

●● ●● ●●

黑幕1 合谋骗钱有“章法”

据记者了解，旅行社负责地接、设计线路，
导游负责带团旅游及引导到购物店消费，购物
店提供商品及回扣。在整个链条中，掌握游客
资源的组团公司地位最高。旅行社则按照每
位游客 100元至 500元的标准将费用交给组
团公司，另将每人50元至100元的“人头费”直
接交给组团公司的各一名负责人。旅行社作

为“中枢”环节，不仅要对接上游的组团公司，
还要安排导游，同时根据收取的团费和商家的
回扣，设计线路和购物店的数量。

地接社主要靠导游来忽悠，因此导游作
用至关重要。在旅游过程中，导游会尽量让
游客少睡觉、少进景点，时间都被挤压出来购
物。在此过程中，司机往往也会相机行事，如
游客到了购物店不下车，司机就说不能开空
调、不能在车上休息，想方设法把游客“赶”去
购物。

黑幕2 回扣收益很“可观”

支撑这个黑色链条的关键就是回扣。回
扣最高的是翡翠，可达90%，其他玉石一般是
70%到 90%，银器和茶叶一般分别为 40%至
50%、30%至 40%。采访中记者发现，旅行社
7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购物回扣。导游作为
收取回扣的末端，其收入是所带团的客人到购
物店购物总额的10%，按照行规，再从10%里
给大巴车司机2.5%的提成，如果团队还有全陪

导游，还要给全陪导游2%的提成。

黑幕3 一明一暗两本账

对于“零团费”或团费过低不足以支付成
本，靠购物拿回扣贴补团费的做法，业内称之
为“赌团”。旅行社与商家合作时是“口头约
定，没有书面协议和合同”，操作模式为：被导
游带到店里的游客手上带着相应颜色的手环，
购物结束后，导游根据销售单据与商家核对销
售金额和返点金额。然后，商家通过网络转账
将返点转给导游。通常，一些商店有两套账，
将公开账本交由专门的公司来做，内部小账本
往往掌握在老总或者信任的人手中。公开的
账，很“干净”；另一套则十分具体，什么时间、
多少团、购物金额多少、返点多少等都记录得
很清楚。

针对此类乱象，警方提醒，暑期是旅游旺
季，广大游客在出行前要找正规的旅行社，签
订正规的合同，不要贪图便宜报“低价团”。

（据新华社昆明8月8日电）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左易和）如
何让“方便”这件小事更方便？鹤壁群众有了
不一样的新体验。

“‘第三卫生间’设有扶手，特别适合老人
或行动不便的人！”8月8日，在该市淇滨区芝
麻官游园，65岁的市民葛大爷感慨。由于膝
关节劳损，对葛大爷来说，下蹲成了一种煎
熬。如今，专门为解决特殊群体如厕问题的

“第三卫生间”现身大街小巷，让“方便”之事
轻松了许多。

记者从鹤壁
市住建局了解到，
今年以来，该市持
续以“绣花”功夫
推进城乡“厕所革
命”，大力推进“第
三卫生间”建设，
新建、改造公厕逾
140座。目前，全
市绝大多数公厕
已实现 24小时开
放，人性化的“第
三卫生间”遍布主
要城区，不仅缓解
了群众的如厕难
题，还有效改善了
人居环境。

选址难、落地
难，是在老城区建
公 厕 的 最 大 难
题。鹤壁市充分
利用行政事业单
位临街围墙内空
地、城区道路、广
场、游园绿地选址
建设公厕，尤其是
在一些场地紧缺
区域，不惜利用沿
街行政事业单位办公用房进行改建，有效解
决了公厕的选址、落地难题。

在淇县和盛中央公园中转站公厕内，残
疾人专用小便池、直饮机、免费手纸、盥洗池
等一应俱全。“以前找公厕简直要‘跑断腿’，
现在不仅数量越来越多，设施也日益人性
化。”家住附近的李培海坦言，从旱厕到星级
厕所，从“将就”到“讲究”，“方便”之事越来越
方便。

“改善如厕问题看似小事，却释放出浓浓
的民生暖意。”鹤壁市残疾人联合会理事长张
海军建议，推进“厕所革命”扎实开展，要持续
扩大“第三卫生间”的覆盖范围，让特殊群体
感受到更多善意。③9

买菜囤货 花钱降温 打车上班

酷暑改变的消费体验

低价游的“水”到底有多深

民生速递

鹤壁“第三卫生间”

让“方便”更方便

第三卫生间是在厕
所中专门设置的、
为行为障碍者或协
助行动不能自理的
亲人尤其是异性使
用的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

本报讯（记者 赵振杰）吃夜市，喝啤酒，
盛夏夜生活又有了新福利。从8月 8日到31
日，每天晚上 11点到第二天清晨 6点，在郑
州坐公交车刷支付宝，每人每天可以享受 2
次免费乘车。

“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晚上 11点到
早上 6点不会乘坐公交，但是还有很多人由
于工作原因，这个时段要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深夜的代驾、夜班职员和环卫工人都能
享受这份福利。”支付宝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只要在
规定时间段内，刷支付宝
免费乘坐公交适用于郑州
市所有夜间开行的公交。
全国范围内，可以率先享
受到这一服务的有 7个城
市，除郑州外还有杭州、武
汉、西安、广州、天津和南
京。③9

本报讯（记者 李凤虎）近段时间，不法分
子利用 QQ、微信冒充企业领导让财务人员
转账汇款的诈骗案件频发。8月8日，省反虚
假信息诈骗中心发布安全防范提示，公司企
业财务人员在涉及钱款往来时，一定要按照
制度规范操作，不要轻易相信QQ、电子邮件
和微信等网上联系方式，一定要当面或通过
电话及时确认，核实相关信息，以免公司财产
受损。

警方提醒，企业要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加
强内部管理，严格遵守财务制度，规范资金进
出流程，尤其是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的防骗
常识宣传教育。财务人员也要严格遵守财务
制度，转账汇款前一定要向公司负责人当面
确认或电话确认，反复核实后再进行下一步
操作，切莫轻易相信 QQ和微信聊天的转账
指令。③9

本报讯 （记者
童浩麟 通讯员 赵
帅杰）8 月 8 日，
故宫学院（开封）
签约暨揭牌仪
式在开封市博物
馆举行。

故宫学院（开
封）是故宫学院在全
国的第八家分院，也是开
设在我省的首家分院。故宫学院（开封）旨在
建立一个新型、影响广泛的文博教育培训平
台，在此基础上，立足河南地域文化特色，开
展文物保护、展览交流、人才培训、文创开发、
数字化博物馆建设等领域的全面合作。

新成立的故宫学院（开封），将依托故宫
博物院的资深专家团队和学术力量，定期为
河南文博从业人员、文物爱好者和社会公众
开展各类培训课程、论坛、讲座、展览以及其
他艺术类活动。

据了解，故宫学院作为故宫博物院以博
物馆办学模式成立的业务培训和教育机
构，充分发挥故宫博物院的辐射作用和教
育职能，在文博界和社会公众中产生积极影
响。③4

图为 8月 8日，故宫学院（开封）揭牌仪
式在开封市博物馆举行。②49 赵帅杰 摄

财务人员“转账”要当心

我省首座故宫学院开封揭牌

家门口就能感受
故宫文化

郑州“夜行人”有新福利

深夜坐公交
刷支付宝免费

出行

□陈崇 韩锐 摄影报道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文化娱乐方式也花
样翻新。街舞、滑板等新娱乐方式愉悦着年轻人的精神世界。玻
璃弹珠等传统游戏已成为久远的童年记忆。⑨3

不一样的童年 一样的欢乐

过去，一颗玻璃弹珠就是童年的快乐。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光影40年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8月 8日，2018年
河南省普通高招最后一个批次——高职高专
批次录取工作启动。

参加高职高专批次录取的主要有本科院
校专科班、高等专科学校和高职院校等。今
年，该批次文、理科录取控制分数线均为200
分。2305 个招生单位中，有文科招生单位
1137个，理科招生单位1168个。

今年我省高职高专批次继续实行平行志
愿投档模式，8日上午 8:00正式投档，共投
出档案 183216 份。其中，文科投档 88960
份，理科投档94256份。

本批次计划余额和新增招生计划将于 8
月 10 日 8:00 至 18:00 公开征集志愿，8 月
11 日投放征集志愿档案，集中录取工作结
束。③9

我省高职高专开录

高招

当你逛超市看到生鲜称重台前排起长

龙时，是否会犯嘀咕：白天干吗不去菜市

场？当你看到职场新人每月成为“月光族”

时，是否会有些不解：没有存款，不慌吗？当

你上下班时，发现邻居的汽车却一直停放在

原地，是否会有些纳闷：买车不就是开吗？

这些画面是记者在街头巷尾、购物中

心、写字楼、住宅区采访中，察觉到的消费新

场景。

省发改委发布的《上半年我省服务业发

展报告》似乎给出了答案。该报告显示，消

费升级势头明显，网络零售、高铁航空等蓬

勃发展，消费者更注重生活品质。也就是

说，被酷暑改变的吃玩行，只是广大消费者

对消费升级有迫切需求的一个棱角。

消费新风尚，代表了未来整个社会消费

趋势。填满新消费的购物车，实际上是在为

河南经济转型升级寻找更多新动能。用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做深做透

做实供给侧，无疑有利于让消费者花钱更

爽、让经济结构持续优化。③4

填满新消费的购物车

记者手记

扫二维码
看夜班公交线路

安全

炎夏余热未消，“秋老虎”又

发威，我省依旧维持着大范围持

续高温天气，让人真切体会了一

把“煎熬”的滋味。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与之相关的各种重个性化和体

验感的新消费开始兴起，悄然改

变着我们的吃玩行。

□本报记者 栾姗

游客购买的翡翠、银器等商

品，回扣低则 30%、高则 90%；

从组团社、地接社、导游到大巴司

机，每个环节都吃回扣……近日，

记者深入调查，揭开了低价旅游

背后的黑色利益链。

现在，孩子在滑板上释放青春激情。

基层民生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