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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1月11日电 2018 年 11 月，
国内十几家高端酒店连续曝出卫生乱象。近
日上海相关部门对涉事酒店分别处以警告、罚
款2000元的处罚，引发网友热议：被罚金额甚
至抵不上有的酒店单间一晚房价。业界呼吁，

“亮剑”酒店乱象还需“剑更锋利”。

网友直言网友直言：“：“20002000后是不是少了一个万字后是不是少了一个万字””

2018年11月，一则名为《杯子的秘密》的
网络视频曝光北京、上海、福州、贵阳、南昌等
城市的十几家高端酒店存在服务员使用脏毛
巾擦杯具与餐具等问题。在卫生问题被曝光
后，上海、北京等地多家酒店公开道歉并披露
整改细节。

日前，上海市有关区卫生健康部门对7家
涉事酒店予以警告、罚款2000元的处罚。此
前，同样被曝出卫生问题的江西南昌喜来登酒
店亦被处以警告及2000元罚款。

在微博平台，“上海 7 家五星级酒店罚
2000”话题短短 1 天时间内就吸引了 1.9 亿阅
读量及7600多条讨论。众多消费者对如此轻
微的处罚难以接受：“这罚款还不够住一晚酒
店的钱”“2000 后是不是少了一个万字？”“这
样不痛不痒的处罚，有什么意义？”

网络预订平台 10 日 10 时显示，7 家涉事
酒店每晚单间实时最低房价从 1100 多元至
4400多元不等；最高则从4000元至上万元。

住宿业的安全与卫生是首要且基本要求，
客房清洁是酒店最基本的服务。为何罚款还
不够这些高档酒店一晚的房价？

对黄浦区的一家酒店处罚公示显示，处罚
事由为未按照规定对顾客用品用具进行清洗、
消毒、保洁，或者重复使用一次性用品用具；处
罚依据为《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的第三十六条第二项；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为
警告、罚款人民币2000元。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11
年起施行。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吴海分析，行政处罚的原则包括法定原则和
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上海市有关区卫生行
政部门的处罚体现了这两个原则。根据实施
细则规定，如果这些酒店在接受处罚后逾期不
改正，可以处以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
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整顿，直
至吊销卫生许可证。

有星无星有星无星，，不完全是酒店定价的依据不完全是酒店定价的依据

业界分析，自律性差、行业标准滞后、监管
力度不足是我国酒店行业日益凸显的问题，这
也导致从经济型酒店到高端奢华酒店“卫生
门”事件屡禁不绝，难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目前国内
很多涉及旅游住宿服务的标准和质量判定，尚
没有旅游发达国家那样可以直接引用的法律
条款。从酒店退房时间到客房卫生保洁的标
准判定，主要还是依靠行业惯例、行业标准和
企业内部检查。旅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只
是做了原则性规定。

法律人士分析，“警告、罚款2000元”或是
目前大部分有卫生问题酒店面临的处罚结果，
不过其营业收入的九牛一毛。此次涉事酒店
多是国际酒店品牌，单体酒店即便被处罚，仍
能依靠品牌营销网络吸引住客。因此，酒店卫
生事件往往被当作“公关事件”。

同时，2010年版的《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
与评定》作为行业标准，对绝大多数市场主体
缺乏强制性约束力。业内人士透露，甚至有星
级饭店避开评星或主动申请“摘星”，“自定义”
豪华而避开星级评定约束。

上海旅游部门 2018 年初公布的信息显
示，上海星级饭店共有229家，在此次被曝
出卫生乱象的7家高端酒店中，上海宝格丽
酒店、上海璞丽酒店、上海外滩华尔道夫酒

店并不在星级饭店之列。而这些“无星级”
的酒店，房间价格却等同“五星级”甚至远
高于“五星级”。

对此，上海市旅游饭店星级评定委员会主
任黄铁民也表示出无奈：在促进我国饭店行业
多年发展后，星级评定标准已体现出一定的滞
后性。例如，标准对酒店硬件设施方面的要求
比较严格，而对服务水平、流程完善程度的约
束条件相对少一些。

上海旅游部门有关专家指出，从更深层次
看，酒店工作服务人员收入较低，且近年外包
人员占比日益提升。部分酒店缺乏对这些服
务人员的有效奖惩激励标准，甚至一味压缩成
本、增加岗位任务量，形成了恶性循环。

““亮剑亮剑””酒店乱象还需酒店乱象还需““剑更锋利剑更锋利””

对于酒店卫生乱象，当前，我国卫生、
旅游、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主要在法律授权
的范围内行使公开约谈、谴责、指导整改等
行政权力。多位专家认为，向酒店乱象“亮
剑”还需“剑更锋利”：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市
场监管体系，尤其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
于存在卫生乱象的酒店予以重罚，依法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岳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岳屾山表示，虽然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规定，公共
场所卫生问题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责令停业
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但是，上述规定还

应进一步细化、提高操作性。他说：“应该明确
‘情节严重’的具体含义，让管理机构严惩问题
酒店有理有据。同时，对引起消费者焦虑、恐
慌的案例提高处罚标准。”

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和相应的处罚措施，
他建议，相关部门要及时公示和通报，并将重
要信息体现在问题酒店的预订平台等消费者
容易查询的平台上，保障消费者明明白白消
费。同时倒逼问题酒店警醒并尽快改正。

黄铁民建议，未来星级酒店标准完善的方
向，应将卫生安全不合格等作为其评星的“一
票否决”事项。同时，在酒店房间清洁流程、员
工单日最高工作量、基层员工待遇等方面增加
可操作、人性化的设置，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青海天天假期国际旅行社
西宁市十佳旅行社 0971-6182638 6182738 18997182881
昆明/石林/九乡/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带全陪 3860元
海南/三亚/天涯海角/分界洲/南山佛教文化/亚龙湾/凤凰岭等双飞6日 3760元起
海南/三亚/兴隆/海口/北海/桂林/银子岩/古东瀑布双飞11日带全陪 4180元
长沙/张家界/天门山/玻璃桥VS玻璃栈道/湘西苗寨/凤凰古城/黄龙洞双飞7日带全陪 1780元
北京/天安门/天坛/颐和园/园明园/长城/鸟巢/水立方双/单飞6日带全陪 2480元
上海/苏州/南京/无锡/杭州/三水乡/三园林双飞6日带全陪 1780元
厦门/鼓浪屿/集美学村/曾厝垵/南普陀/武夷山/胡里山炮台等双飞8日带全陪 4280元
贵州/黄果树/天星桥/千户苗寨/荔波大小七孔/下司古镇/双飞6日全陪班 2580元
桂林/漓江/兴坪佳境/银子岩/刘三姐大观园/王城/逍遥楼/一江四湖双飞6日游带全陪 2580元
成都/乐山/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7日 2380元
地址：西宁市城西区西关大街纺织品大楼1单元9楼(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报名/赠双保险/赠户外旅行包)

酒店卫生乱象才罚2000引热议

新华社长沙1月11日电（记者 帅
才）记者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获悉，日
前，经过医护人员全力救治，发生产后
大出血、昏迷46天的重症产妇郭女士成
功苏醒。

2018 年 11 月 18 日，湖南冷水江 34
岁的郭女士产下一男婴，产后子宫破
裂，引发大出血，出血量为4650毫升，相
当于全身血液的总量。郭女士被紧急
转至湘雅医院进行救治，此时她神志
不清，发生失血性休克，生命危在旦夕。

时间就是生命。湘雅医院产科赵
延华副教授和重症监护室赵春光医生
第一时间参与抢救，产科张卫社教授、
吴新华教授和血管外科王伟教授、介入

科陈常勇教授经过讨论，决定在为患者
进行剖腹探查手术准备的同时，为她进
行盆腔血管造影和髂内动脉栓塞术。

经过多学科医护人员的努力，手术
成功了！术后，患者血压上升，生命体征
趋于平稳。此时的郭女士依然没有苏
醒，还没等医护人员松口气，她又出现
高热状况。医护人员诊断郭女士发生了
缺血缺氧性脑病、多部位感染，在重症
监护室经过半个月的抗感染治疗，郭女
士的感染得到控制，但仍然昏迷不醒。

为了唤醒郭女士，郭女士的丈夫潘
先生一遍又一遍地在妻子耳边播放她熟
悉的音乐，并将3岁的大女儿接到长沙，
让女儿握着郭女士的手喊：“妈妈，你快

醒来。”在爱的呼唤
下，沉睡多日的郭女
士终于奇迹般地睁
开了眼睛。

“考虑到患者家
庭困难，医护人员纷
纷为患者捐款、赠
药，目前郭女士的语
言功能和运动功能
正逐步恢复，不久就
能出院了。”湘雅医
院中西医结合科副
教授戴幸平说。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针对西南大学、电
子科技大学 2019 年研考自命题等事件，教育部
11日发布通报称，在第一时间责成相关地方和高
校依法依规迅速调查，妥善处置，严肃问责。

通报说，事件影响恶劣，后果严重，暴露出相
关高校对考试招生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组织领导
不力，制度执行不严，监督管理松懈。为严肃纪
律，依据干部管理权限，经教育部研究决定，给予
西南大学校长张卫国行政警告处分，副校长靳玉
乐行政记过处分，副校长崔延强行政记过处分；
给予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行政警告处分，副校
长胡皓全行政记过处分。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已对有关命题教
师、涉事人员、学院负责同志、研究生院负责同志
做出严肃处理并向社会进行了公告，有关地方主
管部门已对相关地方高校启动了调查问责程序。

通报强调，考试招生工作关系考生切身利
益，关系教育公平公正，必须高度重视、严之又
严、慎之又慎。各地各高校要深刻吸取教训，引
以为戒，举一反三，加强对考试招生工作的领导
和监管。要逐条对照教育部有关规定，全面排查
风险隐患，发现问题要即知即改，立行立改。各
省级高校招生委员会要进一步强化对本地区研
究生招生单位自命题工作的指导，层层压实责
任，加强监督检查，确保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规范
执行，切实维护考试招生公平公正。

新华社长沙1月11日电（记者 陈文广）湖南
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11日对湖南省委统战部原
副部长汤新华（正厅级）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案一审公开宣判。汤新华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法院审理查明，2011年至2017年，汤新华利
用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湖南省宗教
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省总商会副会长的职务便利，在工程项
目招投标、人事提名推荐、企业经营等方面为请
托人肖某某等个人和单位谋取利益，直接或者通
过其特定关系人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折合人民币
共计112万余元。截至2017年11月30日，被告
人汤新华尚有人民币 697 万余元的财产不能说
明来源。

法院审理后做出宣判：被告人汤新华犯受贿
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
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 3
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
万元。对汤新华受贿所得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第19011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6572328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82058元
开奖结果：4 9 2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4092注0注10376注

本地中奖注数13注0注47注

单注奖金1040元346元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110375.3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3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3000000元

第19011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12781210元
开奖结果：4 9 2 1 4

本期中奖情况

212710886.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9005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3 07 12 13 17 20 30
特别号码

22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1
19
351
1232
10523
19452
112715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1
5
53
51
523

每注奖金（元）
1625071
12218
1322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861582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9204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总 计

中奖注数1注14注232注2568注32040注358907注393762注

每注奖金5000000元24439元1800元300元20元5元-

应派奖金合计5000000元342146元417600元770400元640800元1794535元8965481元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7星彩”
第19005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377312元
开奖结果：4 9 1 5 2 7 6

本期中奖情况

4901965.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2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中奖号码: 2 6 6

青海省销售总额：761312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10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708
189
0
0
0
0
0
0
2
5
2
0
0

0
2
0

3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14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736320
65394

0
0
0
0
0
0
42
70
20
0
0

0
208
0

57
0
0
0
0

中奖总金额：802111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9011期

教育部

问责研考自命题事件

湖南省委统战部

原副部长汤新华被判刑

昏迷昏迷4646天的重症产妇经救治苏醒天的重症产妇经救治苏醒

这是雷家村十六国时期墓葬出土的陶畜及陶车（拼版资料照片）。
记者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2017年—2018年，考古人员在西咸新

区空港新城雷家村发掘了一处十六国时期墓地。这是陕西咸阳原上首次发现
集中分布的十六国时期墓葬。 新华社发

陕西咸阳原首次发现集中分布的十六国时期墓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