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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1 日电 中国消费
者协会 21日发布声明表示，对近期媒体曝
光的国内星级酒店卫生乱象强烈谴责。建
议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
该降级的降级，为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
相符的星级饭店。

中消协有关负责人表示，国家早就出
台了旅业客房卫生间清洁操作规程、旅业

客房杯具洗消操作规程等酒店客房相关规
则。此次曝光的星级酒店卫生乱象，严重
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旅游饭店业的
相关规定，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安全权、知
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法定权益。

中消协在声明中还表示，迄今为止，涉
事星级酒店并没有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也没有对消费者的监督建议给予充分

理解和尊重，反而在回应中用“个别员工”
“个别事件”的表述对存在问题轻描淡写，
折射出对消费者和消费监督建议的冷漠、
麻木，这种态度显示出其服务理念和品质
与之头顶的“星级”并不相符。

这位负责人表示，星级评价，既是对酒
店硬件设施的考评，也是对卫生、安全、餐
饮等软服务的认证，更是诚信和信用的标

志。希望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不护短不怕
丑，彻底调查、加强监管，对名不副实的星
级饭店，该摘星的摘星、该降级的降级，为
消费者评选出真正名实相符的星级饭店。

中消协呼吁，有关部门和行业企业将
“消费者优先”真正融入监管和经营理念，
真诚接受消费者的监督，重塑星级酒店在
消费者心中的“星级”。

20日，记者从江西省南昌红谷滩公共
卫生服务中心了解到，该中心已对南昌喜
来登酒店作出 2000 元罚款处理。这也是
五星酒店“毛巾门”事件曝光后，相关部门
对视频中的酒店开出的首张罚单。11 月
14 日，微博网名“花总丢了金箍棒”的博
主发布的一段视频对国内五星级酒店的
卫生乱象提出质疑。视频中曝光了 14家
五星级酒店，其中，南昌喜来登被拍到工
作人员全程用一块抹布擦镜面、洗手池、
坐便器、浴室及杯具。

调查：一块抹布抹所有
“一般集团酒店内部都有相关卫生管

理制度，卫生监管部门也有培训标准，比
如洗马桶要有专用抹布，从上到下、由外
到内进行清理。洗完之后，再洒上消毒
液。消毒液喷射后浸润时间也有要求。
消毒液刚喷上去立即擦掉，起不到任何清
洗消毒的效果。”南昌市红谷滩公共卫生
服务中心监督科副科长陈乐说，“一块抹
布抹遍所有用品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

南昌喜来登酒店卫生问题被曝光后，
南昌多个部门同时展开调查，主要调查相
关工具的摆放及相应的消毒设施；工作
间、消毒间、布草间的布局；工作记录及操
作流程。同时，对酒店床单、被套、枕套、
毛巾、茶杯进行卫生检测，抽检了 20个批
次样品。11 月 20 日，调查结果公布。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这次现场抽查中，

我们并没有发现重大的违法违规问题，只
有部分人员操作不规范。”该中心相关负
责人表示，对南昌喜来登酒店开出 2000
元罚单，是针对“花总丢了金箍棒”视频中
所曝光内容作出的，而并非现场抽查时发
现了视频中所反映的问题。但该负责人
表示，经过核实之后，可以证明视频中所
反映的南昌喜来登酒店的问题是真实的，
因而据此开出罚单。

处理：罚款一共2000元
该处罚结果一出，立刻引起了网友热

议。网友纷纷表示不敢相信：“罚款 2000
是搞笑的吗？”“2000 后面是不是少了个
万？”“我揉了一下眼睛又看了一下，确实
是 2000 元”；还有网友心疼自己的钱包：

“才 2000 块，都不够一晚房钱啊！”“这相
当于酒店少住半个客人。”“终于知道为啥
不怕违法了，省下的抹布钱都不止 2000
了吧”；不过依然有网友乐观地表示，“有
监管总比没有好，再接再厉！”“2000 是相
关法律规定的最高罚款，法律就是这么写
的，也不能罚得更多了”。

应为酒店卫生条件制定国家标准
陈乐介绍，卫生监督部门对住宿类场

所按量化分级不同，有全年度监督频次的
划分。A 级要求一年检查 1 次以上；B 级
单位一年 2 次以上；C 级单位一年 3 次以
上。喜来登的评级是 B 级，一年检查 2 次
以上。每次去对其整体的公共卫生效果，

包括客房的打扫，客用品的消毒和附属相
关设施进行检查。我国《公共场所卫生管
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公
共场所经营者提供给顾客使用的用品用
具应当保证卫生安全，可以反复使用的用
品用具应当一客一换，按照有关卫生标准
和要求清洗、消毒、保洁。

面对现在这些肉眼不可见的酒店清
洁问题，有人支招给酒店降低星级，或者
像山东一家酒店学习，视频全程记录客房
清扫过程，并且供入住客人调取查看。对
此，北京外国语大学文创产业研究中心旅
游研究所所长刘思敏分析认为，这些措施
能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此
类问题。现在有相当多的国际品牌酒店
不再申报星级了，因为这本身就是推荐性
的引导标准。客房服务员配备视频记录
仪，这个是有效的，但这个有效也意味着
巨大的成本支出，谁来埋单？同时，它有
多大的监督作用？刘思敏表示：目前为
止，关于酒店客房卫生的标准应该说多数
是行业规范或推荐型的标准，并没有强制
力。由于保洁行为在非常隐秘的空间进
行，监管难度大，所以说，要想彻底解决这
个问题，应该用结果倒逼的方式。“可以定
标准，比如给口杯里的病毒、细菌制定一
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应该不能超过多
少。”

据《北京晚报》报道

11 月 19 日晚，一则武汉大学学生在课
堂上头顶着微笑脸抱枕、身披床单、拿着小
猪乔治玩偶表演舞狮的视频在网上流传。
表演的同学称，由于道具有限，只能在宿舍
就地取材。现场表演虽有失误，效果没排
练时好，但大家都在笑，氛围很好。据了
解，这是在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吴兆丰老师
开设的“中国传统礼仪与风俗”课上，老师
布置的一项介绍传统礼仪与风俗并进行课
堂展示的作业，而这也是该门课的期中考
核。

11 月 20 日上午，在视频中扮演狮头的
同学杨玖洲告诉记者，这是在中国传统礼
仪与风俗公选课上的小组课堂展示。“我们
小组选的是舞狮，包括 PPT 展示和现场表
演。由于道具有限，只能在宿舍找抱枕代
替狮子头，身上披的是床单，另一个同学拿
小猪乔治玩偶代替狮球。”

杨玖洲告诉记者，在此次课堂展示上，
有的小组还展示了传统丧葬礼，还有展示
传统服饰的。他说，这门课是热门校选课，
老师风趣幽默，在学生中口碑很好。为了
这个课堂展示，杨玖洲小组的 5个同学准备
了好几周，其中 3 名男生表演舞狮，平时排
练也花了较多时间。“对于舞狮，我们小组
有同学在家乡见过，我主要是在电影中看
的，这次展示都是查资料现学。平时排练
中，十几分钟就出一身汗。视频里现场很
热闹，同学都在笑，氛围很好。”

据了解，该门课的授课老师系武汉大
学历史学院的吴兆丰。他表示，由于时间
比较紧，讲台空间有限，学生也会紧张，课
堂展示效果没有课下好，但学生都花了很
多时间。

20 日上午，吴兆丰告诉记者，“中国传
统礼仪与风俗”是一门全校通识课，总共
123 名学生，平时礼仪讲得较多，也鼓励学
生根据自己家乡的风俗和自己的兴趣查阅
文献资料，进行课下延展。此次课堂展示
是这门课的期中考核作业，“主要也是他们
课下延展的学习成果”，全班分成约 20个小
组，小组之间互相打分。“有两名女生展示
了古代服饰，包括服装、配饰、化妆等服饰
文化；还有的小组展示节俗文化，比如冬至
节俗、小年祭灶；还有的展示传统婚礼、古
代拜师礼、日常见面礼。”

吴兆丰说，课堂展示的环节从这门课
设立之初就有，学生反响较好，平时课上也
有较多互动。比如，大家一起学作揖、拱手
礼。在课堂测验中让大家写出最有礼貌和
最没礼貌的三种行为，然后谈理由。在课
上播放古代婚礼进行现代改编的视频，并
让学生谈观后感，谈自己结婚时是否会选
择传统婚礼，以此拉近传统礼仪与学生的
距离。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近日，在石家庄市总工会的及时介入
下，该省一家大型商业银行停止实行女职
工怀孕审批报备制度，同时，怀孕女职工
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此前被侵权女职工
的工作和待遇也已得到恢复。

10 月 19 日，石家庄市职工服务中心
职工服务热线 12351 值班员杨永良接通
服务热线，一名银行系统的女职工哭诉自
己的遭遇：女职工如果生育，无论头胎、二
胎都要向单位申请。每年的审批时间是
1 月，如果女职工没有被批准就怀孕，只
能“二选一”——要么实施流产，要么接受
处分。而她年初没有提出申请，前不久意

外怀孕，单位让她在工作和孩子之间作出
选择。这名女职工说，已经有几名女职工
因为没有经过批准就怀孕而被处分了。

“这种制度明显违反国家法律，侵害
女职工正当生育权利。”杨永良感到事态
严重，随即将热线接听情况向职工服务中
心主任储昱反映。职工服务中心迅速介
入。12351热线负责人成勇立即联系这家
银行的办公室主任，就相关问题询问并核
实情况。10 月 23 日，成勇约见这家银行
的办公室主任并从国家法律法规、女职工
的权益进行讲解，指出该银行内部规定存
在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银行要

纠正错误，立即废止违法规定”。
10月 26日，该银行负责人表示：单位

已对照国家规定逐条检查、拿出意见，马
上整改。10 月 30 日，该银行办公室主任
反馈说，已召开行长办公会，决定废止原
计划生育制度，并尽快制定符合国家法律
法规要求的新规定。同时，对原来因类似
事件被处理的女职工恢复工作和待遇。

据了解，目前，这名投诉反映情况的
女职工合法权益得到维护，另外两名被侵
权女职工的工作和待遇也已得到恢复。
当事人还特意给石家庄市职工服务中心
寄来感谢信。 据《北京晚报》报道

中消协强烈谴责星级酒店卫生乱象
建议对名不副实的星级酒店摘星降级

南昌喜来登酒店被罚2000元
网友：后面是不是少个“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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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一银行“怀孕报备制”被喊停
曾规定“违规怀孕”不流产就处分

床单抱枕演舞狮
武大选修课走红

11 月 20 日拍摄的
水阳高速公路与福银
高速公路相接的枢纽
互通式立交（无人机
拍摄）。

近日，记者从陕
西省交通建设集团公
司了解到，陕西柞水
至山阳高速公路已全
线贯通即将通车。据
介绍，（柞）水（山）阳
高速公路全长 78.8 公
里，开通后将实现包
茂高速、福银高速在
陕 南 商 洛 地 区 的 连
接，开辟出秦岭南麓
的一条横向高速大通
道。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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