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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书、各类阅读APP等优质阅读内容和平台的发展，对国民阅

读率和阅读质量的提高都有促进

年轻的家长非常重视陪伴孩子读书，愿意花大量的时间亲子

阅读，所用时间甚至比成年人自己读书的人均时长还要长

火 车 调 新 图火 车 调 新 图 是 否 更 方 便是 否 更 方 便

本版编辑 郭存举 李 瞳

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手机大有一统移动阅读终端趋势——

成人人均每天接触手机超 74 分钟，有你吗
本报记者 李 哲

44 月月 1616 日零时起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全国铁路开始实行新的列车运行
图图，，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较调整前增开动车组列车 2525..55 对对。。运行图调整后运行图调整后,,
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36153615对对。。

广东网友狮子王广东网友狮子王：：火车票会不会好买一些火车票会不会好买一些？？
主持人主持人：：此次调图此次调图，，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了运力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了运力

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增开动车组列车增开动车组列车 2525..55 对对，，并安排并安排 3737 对现有对现有
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动车组列车重联或大编组运行，，客流饱满区段出行压客流饱满区段出行压
力进一步缓解力进一步缓解。。如广铁共加开动车如广铁共加开动车 1717 对对，，其中粤湘地其中粤湘地
区始发区始发 1212..55 对对，，主要集中在深圳北至桂林北及厦门主要集中在深圳北至桂林北及厦门
北北、、广州南至昆明南广州南至昆明南、、长沙南至昆明南等方向长沙南至昆明南等方向；；从郑从郑
州站将始发州站将始发 33 趟至北京的直达高铁趟至北京的直达高铁。。郑州东站至广州郑州东站至广州
南站的南站的 GG545545 次变更到站至珠海次变更到站至珠海，，这也是郑州至珠海这也是郑州至珠海
首次通行高铁首次通行高铁；；还将首次新增昆明至合肥还将首次新增昆明至合肥、、福州福州、、珠珠
海海、、衡阳等动车衡阳等动车。。

此次调图后此次调图后，，总体客运能力会进一步加强总体客运能力会进一步加强，，部分热部分热
点车次增多点车次增多，，买票时可选范围增加买票时可选范围增加，，所以部分车次车票所以部分车次车票
会更好买会更好买。。

湖北网友花猫湖北网友花猫：：调图后火车能不能再快一点调图后火车能不能再快一点？？
主持人主持人：：除了运力增加除了运力增加，，此次调图部分旅客列车旅此次调图部分旅客列车旅

行速度也得到了提高行速度也得到了提高。。如西安铁路局开行的西安北至贵如西安铁路局开行的西安北至贵
阳北阳北 GG862862//5959、、GG860860//11 次高铁次高铁，，全程运行全程运行 1010 小时小时 3434
分分，，比现有的快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节省了比现有的快速旅客列车运行时间节省了 1212 个小个小
时时；；由昆明南始发至北京西的由昆明南始发至北京西的GG404404次高铁列车次高铁列车，，运行运行
时间压缩了时间压缩了22小时小时3030分分，，实现单程实现单程1010小时小时4343分分；；成都成都
至福州至福州KK390390//11次旅行时间压缩次旅行时间压缩55小时小时4949分分；；杭州至成杭州至成
都都KK12711271//44次旅行时间压缩次旅行时间压缩44小时小时88分钟分钟。。

此次调图还增开白天高铁动卧列车此次调图还增开白天高铁动卧列车。。如上海铁路局如上海铁路局
首开上海前往成都首开上海前往成都、、重庆的日间动车组卧铺列车重庆的日间动车组卧铺列车，，不仅不仅
能缓解长三角至西南方向的运能紧张能缓解长三角至西南方向的运能紧张，，还将大大提升中还将大大提升中
长途旅客旅行舒适度长途旅客旅行舒适度。。

内蒙古网友追风烈马内蒙古网友追风烈马：：此次调图还有什么特点此次调图还有什么特点？？
主持人主持人：：多地增开了旅游专列方便游客出行多地增开了旅游专列方便游客出行，，成为成为

一大亮点一大亮点。。
云桂铁路沿线旅游资源丰富云桂铁路沿线旅游资源丰富，，此次调图此次调图，，昆明铁昆明铁

路局增开了路局增开了 55 对昆明至富宁的临时动车组对昆明至富宁的临时动车组。。届时届时，，每每
天往返昆明与富宁间的动车组将达到天往返昆明与富宁间的动车组将达到 1010 对对；；上海铁路上海铁路
局将上海虹桥至萍乡北局将上海虹桥至萍乡北 GG13671367/G/G13681368 次列车次列车，，运行区运行区
段改为上海虹桥至黄山北段改为上海虹桥至黄山北。。这样这样，，上海至黄山每天开上海至黄山每天开
行高铁由原先的行高铁由原先的 11 对增加为对增加为 22 对对，，最快最快 44 小时即可到黄小时即可到黄
山北站山北站；；呼铁局开启呼铁局开启““铁路铁路++旅游旅游””模式模式，，开行开行 22 对管对管
内快速旅游专列内快速旅游专列，，调整调整 2424 对列车运行时刻对列车运行时刻、、区段区段、、径径
路变更路变更，，突出了旅游特色突出了旅游特色，，旅客可以乘坐列车游草旅客可以乘坐列车游草
原原、、出国门出国门、、泡温泉泡温泉、、看恐龙看恐龙、、观火山观火山，，感受草原文感受草原文
化和异国风情化和异国风情。。

值得注意的是值得注意的是，，调图后调图后，，许多线路会出现增减车次许多线路会出现增减车次
或者更改出发时间的情况或者更改出发时间的情况。。乘客在乘坐火车之前乘客在乘坐火车之前，，请提请提
前登录前登录1230612306网站或者铁路官方微博网站或者铁路官方微博、、微信查询微信查询，，或关或关
注各大火车站公告注各大火车站公告，，以便合理安排行程以便合理安排行程。。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齐齐 慧慧））

由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的
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于 4 月
18日发布。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我
国成年国民数字化阅读率增长显著。其
中，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74.4分钟，同比增长19.6%。

“在数字阅读中，人均每天看手机
的时间超过了 1 个小时，利用 kindle 等
电 子 阅 读 器 阅 读 的 人 数 却 出 现 了 下
降。手机大有一统移动阅读终端的趋
势。”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
说。报告显示，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
的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和手机阅读接
触率有所上升，其他数字化阅读方式
的接触率有所下降。具体来看，2016
年有 55.3%的成年国民有过网络在线阅
读，同比上升 4.0 个百分点；66.1%的
成年国民有过手机阅读，同比上升 6.1
个百分点；利用电子阅读器、Pad （平
板电脑） 等终端数字化阅读的人数均
出现了下降。

在整个手机阅读过程中，读者的微
信阅读时间又占去了三成半，达到了人
均 26 分钟。从人数上考察，2016 年有
62.4%的成年国民有过微信阅读，较
2015 年的 51.9%上升了 10.5 个百分点。

其中，让人略感意外的是，农村居民微
信阅读时长超过了城镇居民。数据显
示，城镇居民的微信阅读时长为 40.99
分钟，但农村居民的微信阅读时长为
42.70分钟。

随着手机阅读的普及和发展，越来
越多的读者愿意为数字阅读付费。根据
报告，2016 年，手机阅读群体人均在
手机阅读上花费了16.95元，较2015年
增加了 5.76 元。“不要小看这 5 块钱，
我国目前有近七成的手机阅读群体，也
就是说，过去一年中，我国手机阅读消
费增长了 30 多亿元，这个数字非常可

观。”魏玉山说。
魏玉山认为，“不应该一味谴责手

机阅读，我们应该看到，手机阅读的
快速增长对整个全民阅读的带动起到
了 很 大 的 作 用 。 电 子 书 、 各 类 阅 读
APP 等优质阅读内容和平台的发展，
对国民阅读率和阅读质量的提高都有
促进”。

一方面，手机阅读快速增长，另一
方面，依然有超过半数的国民更倾向于
支持纸质读物。对我国国民倾向的阅读
形式研究发现，51.6%的成年国民更倾
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与此同

时，我国成年国民对图书的价格承受能
力也略有提升。

“4·23 世界读书日”即将来临，
全民阅读的氛围愈加浓厚，国人对阅
读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报告结果充
分显示了这一点。据调查，只有 1.7%
的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很多，这
说明，几乎所有人对自己的阅读现状
都不满意，这恰恰反映了人们对阅读
的高度渴望。

令人欣喜的是，过去一年，0 至 17
周岁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为 85.0%，
同比上升 3.9 个百分点，未成年人的人
均图书阅读量为8.34本，同比增加1.15
本。在 0 至 8 周岁有阅读行为的儿童家
庭中，平时有陪孩子读书习惯的家庭占
到 90.0%，这些家庭中的家长平均每天
花24.15分钟陪孩子读书。

“我国未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远远
高于成年人，这是民族的希望。同时
我们也看到，现在年轻的家长们非常
重视陪伴孩子读书，愿意花大量的时
间亲子阅读，所用时间甚至比成年人
自己读书的人均时长还要长。这让我
们看到了全民阅读光明的未来。”魏玉
山说。

从今年3月17日北京启动新一轮楼市新政，至今已有一个多月，这期间北京新政出台频次不减、保障房

供应加速、执法检查不手软⋯⋯有堵有疏、对症下药，北京出台的一系列楼市调控政策正在改变市场预

期，并对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北京楼市的积极变化已经显现

4 月 19 日，北京市规土委会同市住
建委、发改委等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
强产业项目管理的通知》，严禁擅自改变
项目规划用途作为居住使用，未经批准
不得转让和分割销售，坚决打击利用产
业用地炒地炒房的投机行为。此次《通
知》所指的产业项目涵盖科研、工业、酒
店、旅游、文化、娱乐等六大类别。

从今年 3 月 17 日北京市启动新一
轮楼市新政，至今已有一个多月，这期间
北京市新政出台频次不减、保障房供应
加速、执法检查不手软⋯⋯北京正用一
场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调控，改变市场预
期，促使北京楼市出现积极变化。

政策频出拾遗补缺

此次出台的最新政策是北京市在近
期加强商业、办公类项目管理的基础上，
针对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擅自将工业、科
研等项目改变为居住用途并分割转让等
市场乱象，对现行政策体系的又一次“拾
遗补缺”。

《通知》首次提出要实施产业项目退
出机制，要求区政府、园区管理部门从产
业内容、产值、税收、就业、生态环保等方
面定期对产业项目实行综合评估，对不
符合要求的，实施产业项目退出机制。

此前，北京市住建委、规土委联合
发布的《关于严格商业办公类项目规划
建设行政审批的通知》余温尚在。这是
对 3 月 26 日针对禁止将商业办公类项
目擅自改变为居住等用途公告的细化。
明确 3 月 26 日前未办理施工许可证的
此类项目，均需按要求修改设计方案
后，重新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力
图 杜 绝 商 办 类 项 目 擅 自 转 为 居 住 的
可能。

与以往由几个部门联合出台一个指
导性政策的调控不同，近一个多月来，北
京市本轮楼市调控出台的 10 余项政策
形成环环相扣的“屏障”，针对房地产市
场相关的各个因素层层发力，力图让住
宅回归居住本质。

调控首要打击的是投资投机性购
房。3·17 当天起，二套房“认房又认
贷”，首付比例最高提至 8 成。此后又
规定，离婚 1 年内购房按二套房贷执
行。将缴纳个税标准从过去的“连续 5
年以上”，改为“连续 60 个月以上”，
并将住宅平房纳入限购。政策迭出，绝
不手软。

此外，针对去年西城区某胡同里一
处几平方米的“杂物房”，因为“实验
二小学区房”而身价飙升；以及 2017
年初四合院里一条过道也被称为“学区
房”挂牌出售等情况，此次对“学区
房”的整治也力度空前。据介绍，今年
小学入学，北京将严查房产实际居住情
况，“过道房”“车库房”“空挂户”等

无法满足基本居住条件的房子一律不能
作为入学资格。

疏堵并举对症下药

控投机、增供给、严查处，北京市正
以“住有所居”为目标，探索建立房地产
市场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

有堵有疏、对症下药，北京市这一轮
调控出台的系列政策，清晰体现出让房
子回归居住属性的逻辑。严打炒房投机
行为，是为“堵”；另一方面，扩大保障房
供应，做好民生兜底工作，是为“疏”。以
满足居住需求为基点来矫正和完善制度
设计，从源头上就保证“房子是用来住
的，不是用来炒的”。

控制投资需求之外，对刚需人群，北
京市不断加速推进保障房的供应。未来
5 年，北京市计划供应住宅用地 6000 公
顷，以保障150万套住房建设需求，其中
自住型商品房拟建25万套。根据规划，
2017 年北京将建设筹集各类保障房 5
万套、竣工 6 万套，新增 1.5 万套自住房
供地，完成棚户区改造3.6万户。

5 年 150 万套的新房供应计划，新
增住房在户型结构上偏重中小户型。伟
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分析，这
将从根本上改变市场预期，改善供需不
平衡的矛盾，优化供应结构，满足更多工
薪家庭置业需求，引导楼市健康平稳
发展。

北京市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数据显
示，保障房建设加快是一季度北京房地
产市场的一个亮点：在全市房地产开发
投资下降 7.2%的背景下，保障性住房投
资同比增长 26%。另外，保障房新开工
面积增速达到了19%。

为使楼市尽快回归理性，在“管”字
上，北京市也下足功夫。“3·17 新政”以
来，北京市楼市的执法检查力度不断加
码。从中介门店张贴的房源信息，到中
介经纪人路边占道经营，再到加强对网
站房源信息的检查，对交易市场的监管
逐级递进。

“3·17”楼市新政一周后，38 家房地
产中介被责令关停或停业整顿，91 家房
地产中介公司自行关停。“逢涨必查、逢
炒必办”，打击开发商捂盘惜售、打击“学
区房”炒作、打击违规商办类项目销售
⋯⋯时至今日，针对房地产市场违规行
为的检查处理，仍力度不减。

业内人士纷纷表示，北京市出台了
相关楼市调控政策，对促进住房回归居
住的属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积极变化正在发生

“3 月份是房地产传统销售旺季，但
在因地制宜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作用下，

北京市等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涨
幅继续回落。”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
计师刘建伟日前分析北京市楼市表现时
提道，3月18日至31日北京市出现新建
商品住宅日均成交套数减少、二手住宅
日均购房资格申请量下降、住宅交易三
方合同成交笔数锐减的现象。这正为北
京市楼市调控的效果提供了佐证。

楼市调控“组合拳”下，首先改变的
是人们对北京楼市价格走势的预期，成
交量迅速萎缩，房价快速上涨的势头被
遏制。最先降温的是二手房。来自北京
市住建委的数据显示，今年 4 月份上半
月，北京市二手房共网签 8000 余套，环
比 2017 年 3 月份下半月下降 5 成，二手
房成交量在“3·17”后遭遇“腰斩”。

而新鲜出炉的北京一季度经济数据
显示：一季度，北京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
资同比下降 7.2%。其中，保障性住房投
资 151.5 亿元，增长 26%。商品房本年
新开工面积下降 36.9%。其中，商品住
宅新开工面积增长 2.6%。商品房销售
面积下降8%。其中，商品住宅销售面积
134.3万平方米，下降1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庞江倩表示，
一季度受商服地产投资、新开工面积锐
减影响，北京市房地产开发投资、新建商
品房开工面积下降。一季度全市商品房

销售面积同比下降8%，其中住宅销售面
积下降了 15.4%。从二手住宅看，一季
度全市累计成交 5.02 万套，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28.4%。

“新一轮政策调控的效果会陆续显
现，可能在 4 月份或者更长一段时间越
来越明显。从目前情况看，调控取得了
初步成效。”庞江倩说。

随着调控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稳
定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建
立，房地产市场还会向着更加平稳健康
的方向发展。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
邬春仙也表示，“3·17新政后，市场正朝
着预期方向发生积极变化”。调查显示，
北京市住宅销售在新政以后出现了下
降。新政出台后，部分房地产经纪公司
客源量较前一周下降近三成。同时，新
增客源房源比由 4.8∶1 下降到 3.9∶1，业
主报价涨幅随之收窄。

未来，北京市楼市往何处去？邬春
仙认为，此次出台的有关房地产政策初
步达到了调控效果，市场对房价趋稳的
预期变强，预计上半年商品住宅价格仍
保持平稳。随着需求的减少，住宅市场，
特别是二手住宅价格有回落的可能。但

“政策调整对预期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
性，观望期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北京新一轮楼市新政启动月余，多项政策密集出台，确保“房子是用来住的”——

北京楼市调控不达目的不罢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学聪

最近携程网机票搭售保险最近携程网机票搭售保险、、酒店优惠券的做法引发酒店优惠券的做法引发
广泛关注广泛关注，，也让部分消费者对于也让部分消费者对于““搭售搭售””和促销产生了和促销产生了
疑惑疑惑。。

上海网友愚人上海网友愚人：：携程搭售保险携程搭售保险、、酒店优惠券酒店优惠券，，到底到底
哪里违法哪里违法？？

主持人主持人：：携程的做法属于强行搭售携程的做法属于强行搭售，，因为其购买程因为其购买程
序是默认勾选序是默认勾选，，并没有明确提示消费者需花钱购买这些并没有明确提示消费者需花钱购买这些
服务服务，，很多消费者甚至并不知道自己购买了这些服务很多消费者甚至并不知道自己购买了这些服务，，
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

我国我国 《《反不正当竞争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第 1212 条规定条规定，，经营者销经营者销
售商品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
不合理的条件不合理的条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第 99 条规定条规定，，消消
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消费者有权自
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种自主选择商品品种
或者服务方式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
品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种服务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种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消费者在自主选择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比较有权比较、、鉴别和挑选鉴别和挑选。。

因此因此，，携程的做法构成了强行搭售携程的做法构成了强行搭售，，消费者可以依消费者可以依
据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也这也
是中消协近期就携程等平台启动调查的法律依据是中消协近期就携程等平台启动调查的法律依据。。

湖南网友湖南网友雁南飞雁南飞：：买月饼送茶叶买月饼送茶叶、、红酒红酒，，加加11元送元送
杯子等促销活动杯子等促销活动，，是强行搭售吗是强行搭售吗？？

主持人主持人：：这些促销行为性质上属于搭售这些促销行为性质上属于搭售，，但它又但它又
与强行搭售不同与强行搭售不同。。首先首先，，它们不是由占市场支配地位它们不是由占市场支配地位
的企业实行的的企业实行的，，不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不具有限制市场竞争的效果，，其它品其它品
牌不送茶叶牌不送茶叶、、不送杯子不送杯子，，也不影响销售也不影响销售。。其次其次，，这种这种
促销是征得了消费者同意的促销是征得了消费者同意的，，消费者知道自己会获得消费者知道自己会获得
茶叶茶叶、、知道自己多花了一元钱知道自己多花了一元钱，，知情权知情权、、选择权没有选择权没有
受到侵害受到侵害。。

但是但是，，如果这种促销没有正当理由如果这种促销没有正当理由，，是以排挤对手是以排挤对手
为目的为目的，，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就涉嫌不正当竞就涉嫌不正当竞
争争，，虽然消费者短期获益虽然消费者短期获益，，但侵害了其他商家的权益但侵害了其他商家的权益，，
也属于违法行为也属于违法行为。。

新疆网友一树一菩提新疆网友一树一菩提：：遇到强行搭售遇到强行搭售，，怎么办怎么办？？
主持人主持人：：判断是强行搭售还是促销判断是强行搭售还是促销，，最简单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看消费者有没有选择权就是看消费者有没有选择权，，或者是不是假的选择权或者是不是假的选择权。。
通常只有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才会强行搭售通常只有占据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才会强行搭售。。更多更多
时候时候，，消费者遇到的是利用购买协议漏洞实行的不正当消费者遇到的是利用购买协议漏洞实行的不正当
竞争竞争。。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尤其是在互联网上，，少点开一个选项少点开一个选项，，稍微粗心稍微粗心
大意大意，，就会遇到捆绑销售就会遇到捆绑销售。。

对这种情况对这种情况，，一是消费者要自己多留意一是消费者要自己多留意。。二是可向二是可向
1231512315、、消协组织投诉消协组织投诉。。三是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平台三是相关部门也要加强对平台
的监管的监管，，要求其尊重消费者权益要求其尊重消费者权益，，及时整改及时整改。。

（（本期主持人本期主持人 佘佘 颖颖））

搭 售 和 促 销 不 是 一 回 事搭 售 和 促 销 不 是 一 回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