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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查酒店床单”
作用不可高估

扫描
我 91 年的，
还是个孩子。
——据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报道，近日京台高
速万庄服务区入口处，一辆黑色轿车停靠在导流
带上。河北廊坊高速交警发现该车驾驶员躺在
车内，没有任何反应，原来，其系酒后驾驶，驾驶
员恢复意识后央求民警：原谅我这一回吧，我 91
年的，还是一个孩子。民警回怼：我 93 年的，那
我是啥？最终，民警对其依法处以罚款 1000 元
记 12 分的处罚。

本报评论员
刘孙恒

为拍恶搞视频向路人泼粪。
——据新京报网报道，为拍恶搞视频博流
量，武汉一对情侣用动物粪便和人的排泄物搅拌
混合，趁人不备，泼向无辜路人。6 月 30 日晚，市
民周女士在汉阳某地铁站出口不幸中招。汉阳
民警随后将二人抓获，目前警方核实查证的案件
已有 5 起，两人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刑拘。

小学奖励优秀学生 2 斤活鲤鱼。
——据人民网视频报道，5 日，广西柳州，江
川小学的春季学期散学典礼上，期末考试获奖的
学生们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条 2 斤多重的
活鲤鱼。有小朋友说，既拿到奖状，又拿到了鱼，
好开心！学校表示，是取“鱼跃龙门”的寓意，希
望学生与家长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

“扫码查酒店
床单”等改善
消费者体验
的创新之举
值得借鉴，
但
此番针对酒
店卫生状 况
细节上的努
力改进，
最多
能起到锦上
添花的作用，
不能高估。

近日，武汉首家绿色洗涤基地正式投入
就不难理解。
运营。这家基地给每条毛巾、每张床单都“植
但问题在于，全面推广“扫码查酒店床单”
入”了芯片，很快还将印上二维码，住店旅客
之举的可行性值得商榷。原因出自两个方面：
扫码即可获知相关洗涤信息。消息一出，不
一是成本的考量，给每一条毛巾、每一张床单
少网友便纷纷点赞称：干得漂亮！并建议全 “植入”芯片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成本，是个必须
国推广。不过，也有部分网友表示：扫码信息
先衡量清楚的问题，
毕竟酒店是以盈利为目的，
也可以造假，所以相关卫生问题同样值得担
旅客也不是冤大头；
二是成效几何的估量，
要知
忧。
（7 月 8 日新华社）
道正如有网友表示，
扫码信息也是可以造假的。
当出差成为一种常态，旅游成为生活的一
从过往媒体报道的一些问题来看，以“用
部分，酒店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人们除家之外
毛巾擦马桶”为例，这指向的是酒店服务人员
的第二居所。对于自己常会选择居住的地方， 的职业道德和酒店的管理机制，根本就不是
干净、卫生、舒适是最基本的要求。然而令人 “植入”芯片可以解决的。而从酒店卫生乱象
遗憾的是，酒店真实的卫生状况有时候真不如
的根本原因来看，这更需要一种系统性的解决
人意，诸多事实表明，哪怕是一些五星级的高
方案。譬如，按照当前的法律规定，对酒店的
端酒店，
也同样存在着卫生问题。
卫生管理问题，多数时候 2000 元便已是“顶格”
当人们听多了关于酒店卫生乱象的故事， 处罚。处罚力度，显然与罚酒三杯无异，根本
甚至自己很多时候也免不了是故事中人，对于
构不成震慑力。
酒店相关行业如今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加强
总而言之，乐见“扫码查酒店床单”等改善
自我监管，推进业态优化升级，给酒店业持续
消费者体验的创新之举，但此番针对酒店卫生
健康发展“做加法”，当然乐见其成。也就是
状况细节上的努力改进，最多能起到锦上添花
说，由于“扫码查酒店床单”之举确实能起到缩
的作用，不能高估。若是希冀这样的举措可以
小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倒逼酒店更加注重床单
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就此从根本上改善整
卫生，不少网友纷纷点赞，并建议全国推广也
个酒店行业卫生乱象的问题，
更是天方夜谭。

云南中医学院门诊部 转 让
： 63306561
皮肤科诊疗 律师提醒：
广告
热线

到第三诊疗区 37 诊室皮肤科诊疗
预约热线 0871-

63820951

省市医保定点单位

（盘龙）医广【2018】第 7-31-13 号

地址：昆明市尚义街 166 号（尚义街与白塔路交叉口，金格百货对面）广告

律师提醒：本栏目只提供产品信息，请交易双方在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谨慎交易！

出租·出售

盘龙区311㎡房屋出租或出售

双哨乡双玉老玉屯 168-1 号房屋 1 幢三
层可做仓库或居住。13629435046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写字楼

汽车后市

市中心写字楼3－4楼招租

多用途汽修厂场地出租

穿金路边 1200㎡，独门三合院，含证
照全洗车美容场。18208879598

房屋出租

新闻路地铁站口、公交站旁，40－
300㎡出租，周边多所中、小学适于
培训、办公、乐器，已有各类多所培
训学校入驻。13759139913

万达双塔南塔61、62层对外出租

每层 1800㎡左右，内设排烟管道，
适合多种用途 。13700621643

铺面

盘龙区茨坝镇小哨村 193 号-1
号共三层半加围院，全新装修、 市中心东寺街旺铺仓库直租
可入住做农家乐、后勤、办公仓 铺面 200㎡，厨卫、养生、足疗等用具齐
全。宜中西诊所，另铺下 210㎡仓库，水
库。电话：
13888036983
电齐全，价面议。13108716085 张

厂房·仓库
广告
热线 ： 63306561

西山区
团结乡1.5万m2 标准厂房招租

水、
电、
路三通，
交通便利租金实惠，
环境安全。15559811588王先生

出租

盘龙区

1、仓库 300㎡；2、独院别墅，占
地三亩。位于新机场路金马
寺地铁站旁15912544611刘

仓库出租

本栏目只提供产品
信息，请交易双方在
交易前核实相关资质，
谨慎交易！

餐 饮
鑫都韵城，
也可以空转。
电话：
15812100804

有证有三相电/挂车可进，地址:云
大西路新广丰旁。18183852856

双机转让
18687182190

或承包。18314583901曾

有 冷 库 一 个 ，现 成 客 户 ，接 手 即
可经营。电话:13759468698

岔街一号旺铺出租

房屋出售

300㎡，可经营餐厅，临
街广告位置约 200㎡。

13987289333、13187446077

招租
停车场招租
市中心一停车场招
租 ，效 益 好 ，租 金 面
谈。13888147429

独栋办公楼带院子招租

位 于 西 三 环 边 单 栋 三 层 3300 ㎡ 带
5000㎡院子办公楼出租，适于做办公
室、培训机构、仓储物流、专科医院等整
租或分组。具体实地考察和面谈。

住宅出售

昆明空港大板桥工业园区

1100-2300㎡标准厂房出租

经开区科技园标准
厂房、写字楼出租、出售
18213007665刘老师

4200㎡仓库出租

宾馆·旅店

西山区800㎡生鲜超市转让 7000㎡新装修足疗洗浴酒店转让
房租低，位置佳，接手可经营。
有意者联系 13529246616 罗

土地
凉亭片区十亩工业用地转让

位于归十西路 68 号，房屋建设面积
3000㎡，房产证、土地证齐全，价格
面谈。13908863538 田先生

诊所·医院

2000㎡开通医保
联系人：
徐老师15198991012

马可波罗别墅出售

产权面积 420 平米，带 1200
平米花园，小区主景观

县城中心地段，足疗、洗浴场所转让，设施
齐全，接手即可经营。13988942966

环城东路精品宾馆转让

20 间客房 13888282928 邓

汽车后市
220㎡汽车美容服务部转让

本店位于西山区环湖东路与前兴路交叉
口，其中有两个洗车位，烤漆房，保养车
间，休息室，二楼办公室厨房，车位 24
个。证件齐全，客源稳定。因事业重心
不在此，有意者实地考察。

电话：18669075188、0871-67267242

北市区独栋餐饮现铺急售
层高 5.4 米，买一层送一层。
电话：13888645630

官渡区工程抵款房，均价 5000 元/
㎡，需一次性付款 15288264520

富民村上春墅（别墅）出售
售价 3500 万
187㎡，
三层，
大露台临螳螂川，
环境
13987689647 中介勿扰 优美，空气清新，休闲、养老皆宜急

世界花苑小区，168㎡，4房2厅，带前后100㎡
花园，中等装修，225万，常师:13529382863

安宁太平镇 30㎡精装公寓出售

南亚风情园地铁口房屋急售

投资新趋势新能源汽车充电车位出售

收益稳定，前景好13354907774

房屋出售

昆明市一环内现房出售（五套）面积
832.6㎡，
售价730万。13987148128

市中心独栋商业急售

7000平米，年租金580万
可停40辆车，价不高
13769152897邓、13759137557李 15187999123，中介勿扰

大板桥花果山工业园区独门独户
厂房对外出租。13888016402

2600㎡仓库厂房出租

综 合

价格面议，无实力者免扰。
13330525083 杨先生

郊县

官渡区

▲这是一个充满惊喜和商机的二维码

超 市

西二环 340㎡旺餐厅转让 品牌冰淇淋配送站转让 曲靖旺铺综合医院转让

电话：15808817835

杨林工业园管委会旁，面积约 3 万
平方米。15812133889 程先生

扫二维码
开启寻宝之旅吧

昆明火车站附近小吃店优转 天恒大酒店六楼养生馆转让

大量提供仓储物流厂房、可出租、分租、转
让 0871-68238169、15198927734 张先生

厂房、办公楼招租

神秘寻宝

碧鸡关隧道右出口 5 分钟即到，
1室1厅1
卫，2018 年的新房，带部分家具，拎包入
住，
售价18.7万。电话：13669776577

售 150 万。电话：
13708475063

土地

富民大营镇 300 亩山地出租
昆明广场地铁口商铺出售 配套设施完善，
手续齐全，
可以从事多种

时尚餐饮精品百货，30 万起/套，租
金高，人流量大。13354907774

农畜牧产业，年限长、具体事项面议。
13769152897 邓、13759137557 李

滇池边观海小公寓出售 宜良汤池80-200亩农耕土地出租

昆明融创文旅城，55 万-62 万，温德姆酒
店 托 管 3500 元/月起。18313885060

可以搞农业种植，水电路三通，年限：
10年~30年。电话：13330509288黄师

独栋 2-4 层整体物业招租

位于昆明新亚洲体育城距离地铁站口约350米（瑞祥酒楼旁），每层约1700㎡，交
通商业发达，人流量大，周边配套非常完善，适合中高档宾馆、酒店、餐饮等。
欢迎实地考察。 联系电话：
15888867333 吴先生

标准厂房·现房出售

◎三城交汇处 ◎新螺蛳湾支持 ◎国际陆港在侧

俊发·创业园约 900-20000㎡标准厂房
电 话
0871

65919999

地址：呈贡石龙路旁（石龙湖东岸）

小石坝桃园山648号13987558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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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电话：
0871-63306561

可分租

570㎡房屋整幢出租

A13 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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