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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蔡颖辉）3 元/人的餐位费、茶水
费、纸巾费，金额不多，消费者一般不会斤斤计较。3月24
日，南昌市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全区范围内开展针
对餐饮不合理收费专项整治行动，向行业潜规则说不。

当日中午，记者随同执法人员来到西湖区广场东路
的小柴米餐厅，执法人员详细查看了餐厅的结账小票，发
现每一张消费小票上都有3元/人的纸巾费。

“我们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块牌子，标明了纸巾费3元/
人，消费者都知晓。”对此，该餐厅经理解释，此项消费可
以由消费者自愿选择是否需要再收费。

消费者是否真的知晓这项费用可以自愿选择呢？执
法人员随机询问几名正在就餐的顾客，他们表示，在点餐

前并没有工作人员告知纸巾可以不要，“因为桌牌上有纸
巾收费标准，就认为这个是必须付费的。”针对此情况，执
法人员向该餐厅下达了《行政提醒书》，要求餐厅及时改
正或纠正变相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行为。

在另一家小藜蒿餐厅，执法人员发现，该餐厅普遍收
取 2 元/人的茶水餐具费，店内并没有公示该项收费标
准。餐厅李经理解释，这项费用包含茶叶水、纸巾和一次
性餐具的费用。执法人员通过询问正在就餐的顾客，得
知没有工作人员提前告知该项费用的收费标准。对此，
执法人员向该餐厅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餐厅
立即停止变相收取不合理费用的行为。

“目前，我局已检查餐饮经营单位 200 余家，分别下

达了《行政提醒书》或《责令改正通知书》18 份。”执法人
员表示，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江西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等相关规定，
商家主动提供给消费者商品或者服务时，应当告知消费
者相关商品或服务的价格，消费者有权选择是否接受。
商家直接收取餐位费、纸巾费、茶水费等行为，侵犯了
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下一步，执法部门会加强对
餐饮经营单位的检查，如发现该餐饮经营单位还存在违
反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会依照法律法规对其从重处罚并
进行曝光。

执法人员同时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树立维权意识，面
对商家违规收费的行为，可以拨打12315进行投诉举报。

面对违法占用消防通道行为

我省开出
首张“脸盆”告知单

本报新余讯（记者卞晔 通讯员傅叶卿、李柴薇）脸盆状
的电子告知单，你见过么？

3月19日，新余市消防救援支队仙女湖救援大队针对占
用消防通道的违法行为，开出全省首张智能电子告知单，进
一步整治辖区消防通道占用现象。

当日10时，仙女湖救援大队消防监督员在该市某市场进
行消防监督检查时发现，有车辆违法停放在消防车通道上。
由于无法联系上车主，执法人员决定对车辆开出智能电子告
知单。随后，执法人员将违停车辆的车牌、位置、违停时间、
照片和视频等证据上传至后台管理系统，依法将智能电子告
知单贴在车辆驾驶位门上，并登录后台管理系统一键锁定。

据了解，智能电子告知单形状独特，外形就像一个红色
脸盆，中间印有二维码与“消防车道 禁止占用”的字样，而它
的内部有更大的学问：一个天然橡胶真空吸盘，装有定位和
报警系统，可实时监控违停车辆的运行轨迹，待机时间最长
可达2年。

据悉，智能电子告知单启动后，通过与交警联动的信息
共享系统，违停车辆的情况将通过短信告知车主，并督促其
尽快将车辆驶离现场。而车主通过手机扫描“脸盆”上的二
维码，能在微信公众号中阅读相关法律文书，了解被罚原因
等信息，并按提示前往消防部门，接受相应处理后方可取下
智能电子告知单。此外，该设备内置声光警示系统，能对破
坏或企图暴力拆卸的人员自动发出声光警告，同时将报警信
息同步发送至消防监督员的手机终端。

执法部门打破行业潜规则 南昌多家餐厅接受整改

不告知就收取纸巾费，不行！

首条昌北机场至修水
客运专线开通

本报讯（记者林雍）3月22日，首条“南昌昌北机场—修
水县”客运专线正式开通，为南昌、修水两地及昌北机场中转
旅客提供“零距离”换乘和“门到门”的出行服务，满足旅客更
便捷舒适的出行需求。

据悉，该班线由江西都市城际公交有限公司西站客运分
公司运营，依托昌北机场客运优势，与修水汽运公司对开运
行。采取“一站多点”的上客模式，市民可根据需要，通过网
上预约，享受沿线八一广场、火车站、高铁西站、昌北机场等
多地的“上门”接送服务。南昌昌北机场至修水发班时间为9
时30分、10时30分、11时30分，到达修水全程大约3小时。

据悉，下一步我省还将在确保安全稳定、规范有序的前
提下，结合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创新，继续开拓多条南昌昌
北机场至其他设区市和县（市、区）客运专线，为乘客提供多
样化、多层次的出行服务。

落实实名登记

南昌加强反诈保障
本报讯 （记者陈璋）近日，南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不断

督促寄递业、三大电信运营商落实实名收寄开箱验视、实名
开卡制度，有效防范、精准打击通过寄递渠道、手机运营商网
点非法贩卖运输银行卡和手机卡、不按规定开卡的行为，切
实保护老百姓的“钱袋子”。

据了解，南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先后分四批次，向南昌
市三大电信运营商推送了863个涉案号码要求惩戒。运营商
按照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的要求，对 863个号码
及该号码身份证名下共 1656个号码进行了双向停机，对 20
家营业厅进行了关停、1家营业厅暂缓营业15天，对129家营
业厅罚款73300元，开除2人、留职查看1人。

此外，南昌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在工作中发现两起快递信
息未落实实名登记，快递企业无法提供寄件人的身份信息案
件，立即启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要求南昌市邮政管理局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对未落实实名登记快递企业（网点）予以处
罚，并在行业内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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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国庆节，路内停车泊位
免费”……这种阶段性停车免费常有，但南昌市新建区路
内泊位全免费的惠民政策不常见。2015年，新建区撤县
设区之后，该区路内停车泊位免费。城区公共停车场项
目，连续 5年成为该区十大民生实事票决项目，先后投入
上亿元建了32座公共停车场，免费对外开放，解决了停车
难与乱停车难题。

菜地大变身 停车享免费

“动作太快了，为你们点赞，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
题！”新建区长堎镇前进村安置小区居民高兴地说。

居民所说的大难题，是小区北面 4000余平方米的菜
地。数年前这里是一片废墟，周边居民把垃圾、废家具扔
在这里；还有人圈地种菜。经过整治，现在变成新建区文
化中心停车场，不仅改善了辖区环境，还缓解了辖区停车
难问题。

3月 22日，记者在停车场看到，专人管理，社会车
辆有序停放，场内干净整洁。停车场新能源车配备
了专属停车位，安装了充电桩。

新建区撤县设区的5年过渡期内，每年将城
区公共停车场项目列为民生实事项目，全面启
动公共停车场建设，建成使用大小公共停车场
32 座，泊位总数 7002 个。新建区相关负责人
表示，32 座停车场多是由闲置的菜地转变过
来，管理维护分别由城管局、住建局，以及所在
社区负责，资金由区财政统一支付。

按照目前南昌“三类区域”的最低路内泊位
收费标准，以每日 8小时收费计算，一个泊位每
日停车收益至少有 24 元。新建区公共停车场
7000余个停车位，一年应有数千万元收益。

“已经建成的 32座停车场，平均每座投入 400万
元。”新建区停管中心主任高建军称，停车场管理维护费
用每年还需投入 10余万元。政府资金实打实地投入，目
的就是让群众得实惠，解决停车贵、停车难。

“没想到政府把这里建成了免费停车场，现在到礼步
湖公园停车方便多了。”礼步湖公园旁的停车场内，正在
停车的胡先生告诉记者。据介绍，停车场所在位置是原
新建县环保局旧楼，拆除后建了近 3万平方米的停车场。
正在执勤的交警告诉记者，原先汽车胡乱停在路边，堵塞
交通，现在整洁有序，交通也畅通多了。

算算经济账 建设不停歇

事实上，对新建区公共停车场免费政策，也有人提出
异议，认为财政投入了就要有产出——收费。“这样体现
不出票决民生实事项目的‘民生’二字。”新建区人大常委

会 相 关 负 责 人
说，一项政策实施

效果好不好，从老百
姓的反应可以得出结

论。调研结果证明，占道
泊位、停车场向公众免费开

放，商家、市民一片叫好。
新建区文化中心停车场去年 11月投入使用，之前周

边商铺冷冷清清，现在一家接着一家开张营业。“以前饭
店不敢开张，是因为周边没有停车泊位，客人不愿来。现
在饭店对面就是停车场，晚上包厢、大厅全满。”经营饭店
的刘其中说。

“不论是占道泊位还是社会停车场，实际上利用
的都是公共资源，当然应该由政府埋单。”高建军说，从
这几年新建区取消泊位费、扩改建免费公共停车场的
效果来看，确实促进了城区商贸产业的繁荣发展。高
建军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政府在城区黄金地段留出位
置建免费停车场，不仅没吃亏，反而能赚钱。比如占
地几万平方米的礼步湖大道免费停车场，看上去挤占
了城区黄金地段，可几年后，这处停车场周边地块势

必会因为免费停车而提升人气、拉动周边经济，提升
了土地价值。

而新建区领导看中的是政务软环境。他们表示，没
有收到停车费，表面上看是亏了，实际上却是赚了。对前
来新建区的办事人员、洽谈业务的客商，免费开放停车
场，让他们感觉到的是新建区优良的营商环境，有项目落
地的决心，而客商“一传十、十传百”的广告效应，更是金
钱买不到的。

不过，新建区撤县设区 5年过渡期已到期，市民最关
心停车泊位免费会不会取消，城区公共停车场建设是否
会继续？高建军带记者来到子实路，指着一块空地称，今
年这块“黄金宝地”已经确定建设公共停车场，今后，停车
泊位免费还将持续下去。

据了解，城区公共停车场项目在新建区 2021年十大
民生实事票决项目上榜上有名。新建区人大常委会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说明新建区人大代表和群众一样，非常关
心停车问题。今后，公共停车场建设将面对城区停车需
求较大的区域，特别是车位较少的老旧社区、学校、医院、
农贸市场等地段，结合道路状况、交通流量等因素，科学
规划停车场，把好事进一步办好。

路面免费停车，如何做到的？
新建区连续5年总共投入上亿元建公共停车场

熊闽燕 本报记者 余红举

◀新建区文化中心停车场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百趟专列进苏区”
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龚艳平、刘佳惠子）3月 24日 15时 23分，
Y576次列车缓缓从井冈山站驶出，标志着“百趟专列进苏区”
活动正式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400余名游客将在9天的时
间里，游览井冈山、兴国、瑞金、韶山、福州等地，体验湘赣闽三
省红色旅游的独特魅力。当日，湘赣闽三省红色旅游专列大
数据运营平台同步上线，开启“红色旅游+智慧旅游”新模式。

此次活动由江西省旅游集团和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推出。湘赣闽红色旅游区作为全国12个“重点红
色旅游景区”之一，地跨湖南、江西、福建三省，红色旅游资源丰
富，市场潜力巨大。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紧扣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和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契机，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和优质旅游资源，充分利用路网优势和专列运行优势，在
全国铁路范围内集中推介湘赣闽红色旅游资源及旅游产品。

湘赣闽红色旅游专列产品一经推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高度认可。为方便赣闽旅客前往周边省市追寻红色足迹，目
前除了旅游专列，南昌至赣州、兴国、瑞金、井冈山、韶山等地
的动车也实现了早、中、晚全覆盖，可实现当日或次日快速往
返。下一步，南铁将依托自身优势，深入推进“铁路+旅游”合
作，确保年内开行湘赣闽红色旅游专列百趟以上。

3月22日，广昌县红十字会联合县人民医院开展“遗体
器官捐献，奏响生命乐章”清明追思主题活动，倡导更多公民
加入自愿捐献行列。 特约通讯员 曾恒贵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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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赣州市章贡区

沙石镇龙埠村，农民在田间忙着

填基质、撒稻种。连日来，该区农

民抢抓晴好天气，加紧春耕早稻

育秧播种。

特约通讯员 胡江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