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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季即将来临 我区给旅游市场立下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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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呼和浩特市新城
区北垣街不少小区正在进
行外墙改造，个别小区居民
一觉醒来发现家中失窃了，
现金、手机和一些贵重物品
等被偷。 小区居民认为，小
区改造是好事，可是施工期
间搭建的脚手架却让小偷
有了可乘之机。

小偷顺窗爬入家中

4月10日， 北垣街义国
宅园小区的居民王女士告
诉记者，一天夜里，她起床
后在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
女儿的钱包、背包。她赶紧
叫醒了女儿，经查看，发现
价值数千元的手机和一些
现金不见了，原本关紧的厨

房窗户被人打开。 她认为，
小偷是沿着施工搭建的脚
手架从窗外爬进屋的。无独
有偶， 该小区李先生家中4
月3日凌晨也被小偷光顾，
他刚取的工资被偷走。他也
认为家中失窃与窗外施工
搭建的脚手架有关。他告诉
记者，脚手架上铺放的木板
形成了一条过道，小偷站在
上面就可以打开居民家的
窗户。

对此，小区居民想出了
各种方法防小偷，有的在窗
户跟前放置椅子，有的在窗
台上立瓶子，有的给窗户上
锁……可是，即便这样小偷
仍然能破窗而入，居民整天
提心吊胆。该小区从搭起脚
手架到现在已经发生多起

盗窃案件，居民们认为小区
改造过程中搭建的脚手架
给他们的安全埋下了隐患。

据了解，事发后，社区
介入和施工方进行协调，希
望早日完成施工。

在其他一些小区，许多
市民也对外墙改造搭建脚
手架颇有微词。

3个时间段最招贼

根据居民投诉，记者曾
顺着北垣街由西往东走，直
到团结小区西区，看到这条
街上的多个小区正在施工
改造，居民楼被搭起的架子
和搭建的绿网包围着，从二
楼一直搭到顶层。 但是，记
者发现多个小区的施工现

场没有工人施工。负责打扫
该条街道的环卫工人老郑
说， 这些小区从2月份就开
始搭建起脚手架了，直到现
在还在施工中，而且每天很
少能看见有工人干活，不知
道什么时候能正常施工。

随后，记者采访了新城

区东风路派出所教导员王
焕平。他说，最近北垣街上
的一些小区连续发生多起
盗窃案件，多为小区进行改
造，施工方搭建的施工脚手
架造成安全隐患，现如今每
天至少能接到两起盗窃案
件。他告诉记者，小偷进行

偷盗， 一般会选择3个时间
段，一是9~10时，这个时间
段年轻人都去上班了，老人
也会选择出门散步，家中无
人的情况较多。 二是15~16
时， 居民家中多是无人。三
是晚上或者凌晨2~3时，这
个时间段小区居民多进入熟
睡状态，有点动静也不易察
觉。为了防止被盗，居民家中
最好不要存放贵重物品和财
物，将窗户关好、锁好，有条
件的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
他还提醒居民，家中万一进
贼，一定要机智处理。

针对连日来北垣街发
生的多起盗窃案件，新城区
东风路派出所也加大了日
常巡查力度，对重点区域进
行24小时重点巡查。

文/本报记者 王树天

4月25日，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召开旅游市场告诫会，向全区旅游景区解读国家、自治区有关旅游行业的价格政策，宣读《旅
游市场价格警示告诫书》、签订《规范旅游市场企业价格诚信倡议书》，对全区旅游市场各相关经营服务单位、个体业主进行了警示告诫。

清明过后， 天气渐暖，
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进一
步规范旅游市场价格和收
费秩序，确保消费者的合法
价费权益不受侵害， 自治
区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
局要求， 全区各级价格监
管部门要提前介入、 主动
应对，向旅行社、景区、景
点等经营单位做好政策宣
讲，事前打“防疫针”，大力
倡导诚信兴商、守法经营、
人人践诺的社会氛围，促
使经营者自觉规范自身价

格行为。
同时，对检查与巡查中

发现的价格违法行为，尤其
是价格欺诈等不正当行为，
情节轻微者责令立即整改，
情节严重的除进行严厉处
罚外，还要在主要媒体上予
以公开曝光，形成对价格违
法行为的强大威慑力。对执
行价格政策较好的经营单
位要向社会进行公布，树立
正面典型，引导广大群众理
性消费。

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要求， 各级价
格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
12358价格举报电话的作
用， 认真对待每一起咨询
及举报投诉，耐心、细致地
做好群众的宣传与解释工
作， 及时疏导各类价格纠
纷与矛盾。 要通过群众举
报， 积极发现价格违法行
为线索， 迅速进行调查核
实， 有效查处举报案件并
将结果反馈给举报人，切
实维护广大群众的价格权
益。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规
范和调整我区旅游景区门
票等服务价格管理的通
知》要求，自治区范围内实
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
管理的景区门票及其他交
通运输服务价格，今后一律
明确为政府指导价。现行景
区门票价格及交通运输服
务价格（即政府指导价）为
最高限价，允许景区管理机
构或企业在最高限价的基
础上，根据市场变化对景区
门票及其他交通运输服务
价格实行淡旺季价格浮动，

淡季价格下浮不限。实行政
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
及其他交通运输服务价格
实行目录清单制管理。凡列
入目录清单的景区，门票价
格及交通运输服务价格实
行政府指导价；没有列入目
录清单的景区， 门票及交
通运输服务价格一律实行
市场调节价。

此外， 我区还放开呼
和浩特市小井沟生态旅游
景区等49家原实行政府指
导价管理的景区门票及
其他交通运输服务价格，
实行市场调节价；将目前

由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
管理的鄂尔多斯市成吉
思汗陵旅游区等18家景区
门票及交通运输服务价格
管理权限， 授权景区所在
地盟市人民政府和扩权强
县（市区）试点旗县人民政
府管理； 确定鄂尔多斯市
成吉思汗陵旅游区等 10
家景区为自治区实行价
格报告制度管理的重点
旅游景区，在调整门票及
其他交通运输服务价格
并向社会公示前， 需提前
向自治区价格主管部门履
行报告程序。

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发布了《旅游市
场价格警示告诫书》，要求各
旅游景点门票价格、观光车
票价格必须严格按照政府
定价、政府指导价执行，必须
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规
定的相关优惠政策，应当在
售票处醒目位置公示票价
及相关优惠政策内容，杜绝
捆绑销售等价格违法行为；
完善景区内娱乐、餐饮、住宿
网点的商品及有偿服务明
码标价工作。严禁在标注价

格之外收取其他费用；商品
标价签或价目表须包含品
名、产地、规格、计价单位、价
格和有偿服务收费项目、标
准等内容。严禁使用虚假、使
人误解的标价手段来欺骗、
诱导消费者进行消费；景区
内停车场收取停车费按照相
关规定收取并明码标价，景
区管理部门不得以任何理由
提高车辆看管收费标准。

此外，对于餐饮行业来
说，不得收取空调费、茶位
费、座位费、餐具消毒费、开

瓶费、餐具使用费等，严禁
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价外
费用；经营者不得利用模糊
标价、虚假标价、两套菜谱
等手段对消费者进行价格
欺诈活动； 不得规定最低消
费金额；不得设定霸王条款；
不得捏造、散布涨价信息，哄
抬价格；严禁餐饮、旅游等行
业协会组织本行业的经营者
相互串通，联合定价，利用市
场支配地位操纵市场价格。
严禁强制服务、欺客宰客及
其他价格违法行为发生。

自治区价格监督检查
与反垄断局副局长张奕男
表示，近年来，随着社会经
济的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节假日的
增多，旅游业正从新的经济
增长点逐步向新的支柱产
业迈进。但是，在旅游业发展
壮大的同时，一些经营者出
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过度
追逐，不讲诚信，虚假宣传，
诱骗消费，想方设法搞价格
欺诈、低价竞争，甚至指定强
迫消费，损害了其他经营者
和广大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扰乱了正常的市场价格秩
序。当前，我区提出要大力推

动旅游业发展，将其作为富
民强区、转型升级的大战略。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旅游
市场活动参与主体的广大
经营者，必须要自觉遵守价
格法律法规及政策，依法行
使自主定价权利，遵循公平、
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合
理制定价格。

对于价格执法人员来
说，在执法过程中一定要准
确掌握政策界限，切实加大
执法力度。一是要区分成本
推动合理涨价与借机哄抬
价格的界限。在原材料价格
上涨的情况下，允许生产经
营者合理消化成本，但必须

是成本确实明显增加，提价
不能超过合理的限度。二是
要区分企业自主定价与串
通涨价的界限。对实行市场
调节价的商品，要尊重经营
者的定价自主权，经营者可
以根据市场供求、成本变化
情况自主定价，但不得相互
串通，不得协调价格、集中
涨价。三是要区分价格信息
服务与操纵价格的界限。鼓
励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为
企业提供价格、成本、供求
等信息服务， 加强价格自
律。但不得通过会议、纪要、
口头约定等形式合谋涨价、
联手提价。

发布《告诫书》

执法力度加大了

打好旅游价格“防疫针”

政府指导价为最高限价

小区改造搭脚手架 民警提醒防小偷
文·摄影/本报记者 刘 睿 实习生 付之毓

一一
居居
民民
楼楼
被被
脚脚
手手
架架
包包
围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