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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和颐酒店是如家品牌，媒体将焦

点对准如家。其实有过入住快捷酒店经历

的人都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招嫖卡片，这些

艳俗的小卡片可以说是整个快捷酒店行业

的牛皮癣。招嫖团伙因“抢地盘”误伤住

客的事件此前也有先例，只不过这次由一

个代表性事件翻到了台面上。这也说明了

养痈遗患的道理，如家得到的教训应该被

全行业汲取。

小卡片的泛滥与酒店管理的松散密不可

分。记者分析案件发现，如家旗下酒店，有

的内部人员和招嫖者勾结，保安收好处费之

后还帮助驱赶其他“行业竞争者”。其实这

也在情理之中，很难相信这么多小卡片都是

在酒店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塞进门缝的。

如果快捷酒店不尽快与招嫖切割，将

损失长久的信誉和生意。快捷酒店以价格

低廉为主要竞争力，但顾客更在乎的是安

全。试想一段时间之内，有多少单身女性

将视如家为畏途，这样的损失多少优惠活

动都难以弥补。

有辩护者可能会说，快捷酒店本来利润

率就不高，加强管理是需要成本的，而成本

最终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但顾客并不了解

相对的低价格是以遭陌生男子掐脖子为风险

代价的，也不可能有一家酒店敢于把这种风

险明白标示。所以快捷酒店“弱管理-低成

本”的模式牺牲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现在真相大白之后，再以成本为由

推卸管理失当的责任就更说不过去了。

事实上，如果有哪家快捷酒店做出“零

骚扰”的口碑，消费者是愿意支付安全

溢价的。

让快捷酒店与招嫖卡片绝缘，责任也

不全在酒店方面，还有外部执法者的责

任。媒体调查发现，有过保安试图阻止招

嫖者在如家酒店发卡片而遭打的案例。有

些酒店之所以纵容招嫖卡片，也有忌惮背

后黑恶势力的因素。这就需要各地警方提

供可靠而有力的保障。如果，快捷酒店意

识到自己的责任，一旦发现招嫖小卡片就

立刻报警，各地警方按图索骥，予以打击，

或许，还大家一个清清静静、安安全全的住

宿环境也不是什么难事。

快捷酒店何以成了“招嫖江湖”□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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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单位：海南省物价局

日环比商品名称
鲜猪肉 肋条肉 12.35 0.00%
鲜猪肉 精瘦肉 17 0.00%
鲜羊肉 新鲜带骨 43.35 0.00%
鲜牛肉 新鲜去骨 42.55 0.00%
鸡 肉 白条鸡、开膛、上等 13.98 0.00%
鸡 蛋 新鲜完整 鸡场蛋 5.89 0.00%
带 鱼冻 250克左右 18.29 -1.08%
青 椒 新鲜一级 4.03 0.75%
尖 椒 新鲜一级 4.59 0.66%
芹 菜 新鲜一级 4.52 -5.64%
油 菜 新鲜一级 2.6 4.00%
圆白菜 新鲜一级 2.67 -1.11%
豆 角 新鲜一级 4.19 -4.56%
韭 菜 新鲜一级 3.52 0.57%
西红柿 新鲜一级 4.54 -3.20%
胡萝卜 新鲜一级 2.79 -5.10%
土 豆 新鲜一级 3.16 -3.95%
大白菜 新鲜一级 2.56 0.00%
蒜 苔 新鲜一级 7.44 -1.20%
冬 瓜 新鲜一级 3.67 -1.34%
苦 瓜 新鲜一级 5.16 1.38%
空心菜 新鲜一级 2.55 0.00%
地瓜叶 新鲜一级 2.71 0.00%

规格、等级 平均价格

海南省主要副食品价格公布
采价时间：2016年4月13日 单位：元/斤

女孩酒店遇袭事件掀起黑暗的一角，让人们看到快捷酒店行业隐秘的“招嫖江湖”。据媒体调查，“招嫖江湖”不止存在于一城一地的一

家酒店。记者从全国11个省市法院搜集到59件涉及如家品牌酒店的招嫖刑案，统计发现，因发招嫖广告抢地盘引发的血案屡见不鲜。有的

招嫖团伙误以为“同行抢生意”而将刚刚住店的男客人砍伤多处，有的团伙为抢地盘而持砍刀、斧头将竞争者手掌、双脚砍断。

叶祝颐：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曾

联合对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部门管辖的

86种刑事案件的立案追诉标准作出规定。

其中规定：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在一万

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这就要求客户

承担恶意透支的法律责任无可厚非。但是

银行乱收透支利息与滞纳金又该受到什么

处罚呢？

信用卡透支利息、滞纳金如此凶猛，

不仅客户要“吃一堑长一智”，信守还款

承诺，银行也要规范信用卡管理，加强信

用卡透支法律后果与经济后果的宣传、引

导，改变追求发卡量的倾向，提高信用卡

业务质量，降低信用卡风险。别做诱导他

人办卡透支收取万倍滞纳金的缺德事。

更为重要的是，银行要检视信用卡透

支规则不合理不合法的问题，银监会也要

督促银行修改信用卡透支的霸王规则，让

信用卡透支利息与法律接轨，避免银行用

“合法”名义打劫客户。逐步改变银行乱

收费、乱定规则的习惯，从而改善银行的

公共服务形象。

2015年底，浙江省云和县“最美梯

田”的迤逦山水间，流传着这样一则传

奇：一位名叫姚南山的亿万富翁，告别了

生活30年的西班牙，舍弃了海外亿万资

产，搬进了山里，甘愿做一名农夫！让他

下定决心的动力是，他爱上了一位村妇，

他们相知相恋并且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评：新闻里之所以将这一段婚姻称

为传奇，确实有太多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的地方：一个是归国富豪，一个是乡间

农妇；一个坐拥亿万，一个务农为生。

两个无论从财富地位、生活文化的背景

都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可是偏偏凭着

一份对爱情的执着，走进了婚姻的殿

堂。这种超越各种界限的结合，自然引

爆了网友们无数的遐想。

对于网友们的一些较为恶劣的推

想，没有什么好置评，毕竟连 《爱情买

卖》 这样的歌也会大红一时，现时的婚

恋观亦可见一斑。但别忘了也有李克勤

在 《我是歌手》 唱红的 《天梯》，歌曲

描述的是一个感人肺腑的真实故事。总

觉得，现在的人对待爱情总是多了一份

现实少了一点想象。

绊倒违规官员
的是权力

中纪委日前披露：某市委副书记赵某喜

欢打高尔夫球，长期持有当地某高尔夫球俱

乐部会员卡，并以低于会员价的价格打球。

在所在省份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期间，

赵某不仅没有向组织报告持卡情况，而且为

了继续打球，改用他人名字持有会员卡，并

在工作时间打球10余次。

王清：很长时间以来，高尔夫球都戴着

一顶疑似雅贿工具的帽子，有的人对此欣

欣然而向往之，有的人则对此避之唯恐不

及。实际上，作为一种体育运动，高尔夫

球本身没有罪，问题是，掩盖在健康运动

幕后的，有太多不健康的东西。由此势必

会影响党员干部的工作，损害机关部门的

形象，也会给高尔夫运动本身增添罪状。

李兴：有人说赵某栽在了高尔夫球上，

其实，赵某摔了跟头不假，但绊倒他的是

没有规范运行的权力，而不是那个小小的

高尔夫球。如果权力失去约束，即使不在

此处摔跟头，也难免会在其他地方碰得头

破血流。

保护文物
需政府有更多作为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文物工作作出重

要指示。他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增强

对历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树立保护文物也

是政绩的科学理念，统筹好文物保护与经

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

针，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度，推进文物合

理适度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

民群众。

近年来，在各地城市化、工业化浪潮

中，许多珍贵的文物遗产遭到破坏，不少

历经千百年的古迹和遗存一再被伤损，甚

至毁于朝夕。在此背景下，推动文物保护

取得实效，亟待各级政府遵循科学发展

观，主动担当，更有作为。

值得注意的是，对文物遗产及其所处

环境的破坏，被一些地方认为是经济和城

市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扭曲的

政绩观必须加以纠正。文物是宝贵的不可

再生资源，既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

代，绝不能为了谋取眼前或局部利益而忽

视文物保护。

文物保护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这就

要求地方主政者加强对文物保护的监督，

把文物保护落在实处。

漫画 漫说 爱情童话
文/大汗
图/春鸣

透支近400元7年滚成3万
办了信用卡，却一直以为是储蓄卡，近

400元的欠款经过7年的滚动，如今已积累

到3万余元，而且影响了个人征信！认为银

行没有如实告知且没有提醒，办卡时还在西

安念书的小张于近日将办卡银行起诉到法院

并被立案。小张要求银行清除不良征信记录

并确认他不承担逾期利息、滞纳金。对此，

银行方面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问题，最关

键原因在于小张更换手机后没有按规定告知

银行，致使银行179次催收都没有找到人。

（据4月12日《京华时报》）

王军荣：面对近 400 元的欠款滚成 3

万，银行一再强调，催收记录达 179 条，

均没有联系上客户。作为银行方面，催收

要通过多种有效手段，发现异常后应及时

采取措施，避免损失扩大，可事实上银行

并没有这么做。2011年1月，银监会公布

《商业银行信用卡业务监督管理办法》，针

对信用卡业务快速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作出明确规范。其中第四十五条：“在发

放学生信用卡之前，发卡银行必须落实第

二还款来源，取得第二还款来源方 （父

母、监护人、或其他管理人等）愿意代为

还款的书面担保材料，并确认第二还款来

源方身份的真实性。

另外，银行作为发卡方，与学生形成

消费合同关系，办卡时银行应明确告知卡

的性质、注意事项等，更重要的是，银行

如果发现催收不到，应采取到学校查找等

更有效的方式，而不是坐等将欠款滚雪

球。这事情最终会通过法律解决，但银行

服务质量的提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

够达到的。

拷问银行服务 健全相关法律热议

新华 时评 □新华社记者强勇潘强民意 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