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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旭钦

5月17日，阔别两年多的宁波
“三江夜游”又重新起航了。其
实，早在 10 多年前，宁波就有了

“三江夜游”,但几度兴盛，几度衰
落，“叫好不叫座”，始终徘徊不
前。尤其是最近五年，因灵桥、解
放桥修桥、航程缩短、旅游营销等
多方面原因，“三江夜游”陷入停
业窘境。

这次“三江夜游”会不会又是
昙花一现、抑或热闹一阵子后复归
不温不火？宁波的这个项目能否东
山再起，媲美广州珠江旅游、南京
秦淮夜游、上海浦江夜游甚至巴黎
塞纳河夜游、伦敦泰晤士河夜游
呢？

2008 年 11 月 12 日，《宁波晚
报》曾刊载《宁波三江夜游何时媲
美桨声灯影里的秦淮夜游？》 一
文。文章讲了南京如何挖掘文化历
史资源，使秦淮夜游做到了文化、
旅游、商业的有机融合。与秦淮夜
游相比，宁波“三江夜游”确实有
一定距离。尽管三江六岸满眼高楼
大厦，但整体灯光还不够亮，文化
韵味还不够浓，夜游人气也不尽如
人意。如何把“三江夜游”打造成
宁波的景观“兴奋带”，秦淮夜游
的经验值得借鉴。

需要“大合唱”。“三江夜游”

应是一个城市的系统工程，而不只
是游船公司一家的事，三江六岸沿
线所有建筑景观、桥梁、道路、园
林绿化带，应整体亮化，有故事可
讲。三江六岸若不亮丽起来、沿岸
建筑若没有特色、人文故事若不生
动，叫游客坐在船上看什么、听什
么？这需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
综合账，需要全市各界、各部门的
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共同参与。

比如，我市有关部门能否造一
艘仿古船，按 1∶1 的比例打造宋
代明州出使高丽的“万斛神舟”，
让它重新扬帆在市区三江口至镇海
出海口的甬江之上，以吸引海内外
游客的目光。三江六岸灯饰亮化能
否采用变色系统？通过控制模块，
景观灯可在一年四季演绎不同的夜
景：春季用红黄色系体现“艳”；
夏季用绿紫色系体现“凉”；秋季
色彩斑斓体现“亮”；冬天用粉黄
色系体现“暖”……

除了旅游、城管、文化、交
通、商贸、海事、气象、电力、财
税、金融等齐心协力“大合唱”支
持外，宁波企业界也可把“三江夜
游”船当作一个移动的宣传载体，
比如，冠名“雅戈尔号”“杉杉
号”“罗蒙号”“博洋号”“奥克斯
号”等。这样一来，各家企业不但
可以在游船上植入各自的特色产品
和服务，游船公司也有了一笔固定

收入。
念好“服务经”。游船上要配

备多国语言同步翻译无线发射接收
系统，分别用中、英、法、俄、
日、韩等多国语言，同步播放三江
六岸景点解说词。游船上应供应富
有宁波特色的小吃、餐饮、时令水
果，像汤圆、年糕、海鲜、杨梅、
水蜜桃等，使之成为一艘移动的宁
波特色水上餐厅。又比如，在游船
上可以现场表演越剧《梁祝》折子
戏、甬剧 《田螺姑娘》、宁波滩簧
等，让中外游客能听到地道的宁波
曲艺节目。同时，游船应践行生态
环保理念，推行绿色旅游。

如果游客只是坐坐船、看看夜
景，“三江夜游”项目肯定又会走
入“死胡同”。重要的是要从游客
需求出发，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项
目，吃喝玩乐样样有，游客才会感
觉不虚此行，自己还要来，并向朋
友推荐。

全域“巧营销”。夜游三江，品香
茗、看夜景、吹江风、抒情怀……多
么惬意的旅游项目，但宁波本地市
民很少主动去参加，多是外地客人
亲友来了，才想到陪同出游。在当
今“万物互联”的时代，旅游营销
不宜唱“独角戏”，酒香也要勤吆
喝。笔者建议，试运营期间，宁波
市民凭身份证可以获得“三江夜
游”半价优惠。若能让宁波市民满

意了，不愁他们不陪外地客人亲友
来游玩。夜游三江，当务之急是先
吸引、积聚人气。一旦人气旺盛，
客多隆市，今后“三江夜游”游船
更多是完全可能的。

为扩大“三江夜游”的营销
面，不妨推出甬城部分景点“水陆
空”联票，把天一阁、宁波观光巴
士与“三江夜游”甚至餐饮、宾馆
联合起来，通过联票优惠形式出
售。这样，外地游客就可以白天参
观天一阁等景点，晚上参加“三江
夜游”，吃优惠的餐饮、住优惠的
宾馆，何乐而不为？

“三江夜游”还应根据不同客
人需求，推出不同服务档次、不同
票价的游船。有的可单纯看夜景，
有的可设置成餐厅或音乐酒吧、咖
啡吧，有的可打造成商务包船、水
上婚礼殿堂……只有游船跟着客人
的需求走，市民及游客才有可能跟
着游船走。只有找准定位，提供足
够吸引人的服务项目，“三江夜
游”蛋糕才能越做越大。

“三江夜游”怎样东山再起？

余力伟

为了能在甬城买套合适的房
子，笔者最近跑了好几个楼盘，
看户型，聊价格，缴认筹，抢开
盘 ， 忙 得 不 亦 乐 乎 。 经 历 得 多
了，慢慢也看出了一些门道，发
现了一些开发商和中介机构为哄
抬价格、牟取暴利而故意忽悠、
恶意炒作的种种套路。对这些可
能的违规现象，笔者日前曾尝试
向相关职能部门投诉，期望其通
过及时认真的调查处理遏止类似
现象，结果却倍感失望。

找 不 到 相 关 部 门 的 热 线 电
话，给人投诉无门的感觉。市住

建委、市发改委和市场监管局曾
于 4 月 19 日联合发布 《关于开展
房地产开发销售中介行为专项整
治工作的通知》，表态将严查房地
产开发商和中介机构发布虚假信
息 、 恶 意 炒 作 和 哄 抬 房 价 等 行
为。这无疑是维护购房者合法权
益，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
展的一件好事，其整治目标之明
确、违规界定之清晰、阶段部署
之严密、整治要求之严格，皆值
得称道。但令人费解的是，相关
整治行动没有及时开通市民投诉
电话和网络举报通道，使购房者遭
遇侵权时投诉维权多有不便。

由于事实上存在的管理权属分

设、部门职能交错问题，容易给人
推诿扯皮的感觉。在听取笔者的反
映时，有工作人员就表示，有些问
题属市住建委管，有些问题需要向
市发改委反映，有些问题则由市场
监管局查处；而且各个部门又有
市、区分级管理问题，需要投诉者
分辨清楚，对“政”下“单”。面
对如此繁杂的情形，普通民众又怎
么能辨别清楚从而正确投诉呢？这
样 一 来 ， 转 N 通 电 话 ， 跑 N 次
门，自不在话下。经历种种麻烦和
抱怨之后，购房者严格监督、主动
投诉的积极性恐怕最后也将消磨殆
尽。

整治楼市乱象，重塑良好秩

序，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良
性互动。从技术角度分析，畅通投
诉渠道，开通包括电话、电子邮
箱、信箱、微信公众号、部门官网
专栏和媒体热线在内的举报通道，
通过健全首问负责制、注重部门联
动和市区联动，着力强化行政资源
的内部整合，不仅能有效提高办事
效能，契合现代社会公共服务最优
化趋势，而且能更好地发动消费者
监督投诉，极大地激发其参与整治
行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惟其如
此，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奖
优罚劣的舆论导向，为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促进楼市平稳健康
发展打下扎实基础。

整治楼市乱象应畅通投诉渠道

张敬伟

日前，建行和中行向市场推出
其校园贷产品。其中，建行的“金
蜜蜂校园快贷”，年利率 5.6%，授
信额度在1000元到5万元；中行的

“中银 E 贷·校园贷”最高贷款金
额 8000元，不含任何手续费 （5月
22日《每日经济新闻》）。

校园虽是小社会，但也成为大
江湖，尤其大学校园汇聚了最庞
大、最前卫的年轻消费群体，他们
掌握了更便捷的信息化技术。因
而，规范的信贷平台，是大学校园
的必需品。正规的信贷平台不进入
和建立起来，违法失序和不合理的
信贷平台就会抢滩校园。两大国有
银行拥抱校园贷，吹响了“正规
军”进军校园的冲锋号。这是好消
息，而且会促使更多的商业银行参
与到校园贷中来。

从 两 大 银 行 的 校 园 贷 产 品
看，存在三大优点。一是利率较
低 （建行年利率只有 5.6%），二是
授信额度适中，三是有助于培养
大学生信用为本的消费观。更重
要的是，正规金融机构设计的信
贷产品，能够形成全流程的风险
监控——社会公众、大众媒体以
及金融监管机构都是此类校园贷
产品的监督者。由于放贷者和借
款者形成的契约关系，正规金融
机构的校园贷产品，能真正体现
信用为本的金融原则。

正规金融机构推出的校园贷产
品，也缓解了校方和家庭的压力。
此类校园贷产品是公开透明的，而
且利率水平也很适中，即使学生财
务出现问题，还不上贷款，银行亦
可及时通知学校和家长，帮助学生
形成良好的信用意识并还上贷款。
因而，此类校园贷不会发生高利贷

式的乱象，也不会让贷款者陷入绝
望之中。

大学生群体存在盲目消费、虚
荣消费和跟风消费的特征。但这一
群体的激情消费又缺乏足够的资
金，只能靠父母来支撑。由于阶层
以及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有些大
学生的消费只能借助于校园贷，而
这正是校园贷市场爆发式增长的主
因。一些野蛮生长的校园贷平台，通
过几乎没有审批的方式，让大学生
们掉入陷阱，缺失的是信用，忽略的
是风险，附加的是道德绑架和高利
贷负担。其戕害的不仅是校园，也
让大学生们感到无助和挫折，有些
脆弱的灵魂甚至魂断校园。

缺乏监管和良币参与的校园贷
呈现出令人担忧的紊乱。据统计，
校园贷平台从2013年的8家增加到
了 2015 年的 108 家。2016 年 4 月，
银监会和教育部出台《关于加强校

园不良网络借贷风险防范和教育引
导工作的通知》，出手整顿校园贷
市场。2016 年 8 月 24 日，银监会
明确提出“停、移、整、教、引”
五字方针，以规范校园贷。但只有
清理整顿没有意义，坚壁清野更不
现实。毕竟，校园贷市场客观存
在，正确引导和规范才是正本。正
规的校园贷来了，不正规的就没了
市场，或者说也必须改弦易辙走到
正途上来。校园贷市场不在于参与
者众，而在于正本清源，让合法规
范的校园贷产品唱主角。

正规金融机构以往忽略校园贷
市场，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市场无
利可图，这给了那些非法主体搅乱
校园的机会。两大国有银行进军校
园贷市场，凸显正规金融机构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笔者以为，其他银
行不妨一起加入校园贷，让良币力
道更大，让劣币无可生存。

国有银行校园贷能否良币驱劣币？

新华社记者 宋晓东

50 多年前，党的好干部焦
裕禄雪夜探访贫困百姓，一句满
含深情的“我是您的儿子”感动
了全国人民。在脱贫攻坚的今
天，却有个别干部为应付脱贫考
核，到贫困户家“装儿子”骗成
绩、造假象，不仅伤了老百姓的
心，更可能误导脱贫奔小康的政
策制定。

近日，在脱贫工作国家省际
交叉考核中，中部某县上演了一
场干部“装儿子”的戏码。为应
付检查，避免“露馅儿”，一名
年轻干部“潜伏”到贫困户家里

“装儿子”，想替贫困户回答问
题、蒙混过关。但“演技”再好
也难让百姓接受，“假儿子”一
句虚伪的“妈”，叫得老太太变
了脸，气得小姑娘撇开了头，不
仅被抓现行丢了脸，更丢掉了为
人民服务的那份真心。

在脱贫攻坚的当下，仍有如

此赤裸的造假行为实在令人大跌眼
镜。“假儿子”口中岂会有真话？
如果任其胡为，结果只能是“假脱
贫”遮住“真穷根”，向上传递出
错误的信号，使精准脱贫失焦，侵
害群众根本利益。

脱贫造假暴露出的是干部的作
风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心中没有
民，肩上没有担，把脱贫致富的国
家政策当儿戏，全然不顾党的嘱
托，不顾人民的期盼，不愿用真
心、下苦心带领贫困人口致富，凡
事搞形式、走过场，投机取巧、应
付了事。对这样的干部绝不能姑息
迁就。

脱贫攻坚要下一番“绣花”功
夫。脱贫攻坚越往后，难度越大，
越要压实责任、过细工作，注不得
半点水分。脱贫攻坚要见实效、出
成果，需要每个党员干部全心投
入，尊重科学规律，真抓实干，一
步一个脚印地按照党中央的部署规
划践行落实，求真务实，精益求
精，绝不能为了成绩、考核，虚浮
造假搞猫腻。少一些虚浮造假，多
一些真诚为民，脱贫攻坚、全面小
康才会进展得更加顺畅。

（新 华 社 郑 州 5 月 21 日
电）

脱贫工作容不得
“装儿子”式虚浮造假

岛国热词曰“爆买”，
中国游客在撑台。
缘何服务如此菜？
放任黑导把客宰。

虚假宣传大忽悠，
套路通用在国外。
迷信洋货要不得，
理性消费才应该。

本期主持 杨继学

据 5 月 22 日人民网报
道：党员干部随礼不超过 50
元，同时向农村、社区倡议
50 元的标准，建议修订“村
规民约”时参考。日前，安徽
阜阳界首市出台《关于开展树
新风、改陋习、促脱贫的意
见》，通过党员干部带头签订
移风易俗承诺书，在全市 139
个村、23 个社区完善村规民
约，引导全市干群更新观念、
革除陋习。

点评：移风易俗是在革旧习惯的命，涉及方方面面，阻力不会
小，要取得成效不容易，需要有带头人，而党员干部理应承担这个
使命。党员干部走在前面，群众就会跟进，新风尚就会兴起。这就
是党风引领民风的要义。

@欧宫丽殿：只要坚持总会有效果的。
@港大零售员：随礼50元，不参加酒席吃喝，办事人也不会亏。

据 5月 21日齐鲁网报道：全
国首开先河，山东临沂沂水居民丧
葬费全免。自5月10日起，凡具有
沂水县户口的居民，在沂水死亡所
涉及的殡葬费用全部免收，一次丧
事可以少花五六万元。为支持殡葬
改革政策落到实处，沂水县今年上
半年将实现公益性公墓全覆盖，并
通过实施全民恵葬政策，进一步减
轻群众负担。

点评：殡葬改革在很多地方是难题，沂水的实践表明，只要真
正考虑到群众利益和感受，取得突破并非不可能。“全民恵葬”不
仅经济效益明显，社会效益也显而易见——土地资源更省了，大操
大办现象没了，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也提升了。

@潮鞋M：丧葬礼俗是传统，主要为追思。活着时多孝顺，死
后何必长相思？

@然乌77：现在的丧葬都是为了面子，哎！

据 5 月 22 日 《北京晨
报》 报道：“骨折了跟我请
假，却在别的厂当保安。”几
天前，北京市顺义区一服装厂
老板李先生发现，厂内多名员
工请病假不来上班领空饷，却
在外面另谋职业。原来请病假
的员工根本没病，而是在用病
假骗钱。据警方核查，这些员
工的病假条均为伪造，有的竟
是花钱买来的。

点评：有事请假、有病请假是人之常情，也是员工的正当权
利。但利用假病假条领空饷，扰乱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不仅缺
乏诚信，更涉嫌违法。对此，有关部门应顺藤摸瓜，依法惩处涉事
人员，斩断维系在假病假条上的利益链。

@工地离开：这是拿老板的好心当驴肝肺。
@泡腾片：这种人应该进入“求职黑名单”，任何人都不录用他。

据5月 22日《华商报》报道：5
月 19日，陕西兴平市公安局交警大
队门前出现一名男子，他在鞭炮声
中将一面锦旗交给民警，内容竟是

“胡乱作为 以权谋私”，引来不少
人围观。因谭某的行为扰乱单位秩
序，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23条
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公安机关对谭
某依法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点评：对因表达不满情绪有过激行为的民众，警方依法处置，
将其行政拘留，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也可以更温和一些，比如对其
说服教育。动辄惩罚，不仅会导致新的矛盾，也容易让围观群众误
解，甚至坐实“乱作为”的说辞，弊大于利。

@港口大奖赛：吃瓜群众更不相信警察了。
@disco:胆子这么大？太不给面子了，拘留5天，便宜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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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5月 22日新华社报道：端午假期将至，
准备赴日旅游的朋友可要注意了！随着近年来日
元贬值，赴日旅游逐渐成为国人出境游的主要选
择之一。但在日本首都圈以外的地区，通过资格
认证的中文导游仍然稀缺，一群“黑导游”活跃
在黄金旅游线路上，游客稍不留神就可能“挨
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