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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宁（都）定（南）高速三百山
服务区的“扶贫产品专柜”内，赣州市民郑
小姐一家正在挑选红鱼干、杨梅、蜂蜜等定
南当地特产。这是江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
管理部门利用自身资源，打造“服务区+精
准扶贫”模式探索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在推进建设、规范经营过程
中，江西高速公路服务区管理部门以提升
社会公众出行服务质量为主线，通过加大
投入实施设施改造，推动管理标准化，努力
打造出一批星级服务区和品牌服务窗口。
截至目前，全省共有庐山西海、庐山、泰和
东、军山湖、吉安等5对服务区获评“全国百
佳示范服务区”。

坚持高标准管理，全力打造
温馨服务驿站

“现在江西高速公路服务区不光环境
好，服务更好，同几年前相比，变化太大
了。尤其是随处可见的‘服务台’格外显
眼，总能让我们在需要帮助时快速找得
到。”来自天津的货车司机杨勇禁不住发
出这样的感慨。

近年来，江西交通管理部门坚持硬
件设施与内部管理有机结合，深入开展
服务区环境卫生整治活动，加大硬件设
施改扩建，改进了服务区形象。在规范
内部管理方面，先后出台了《江西省高速
公路服务区经营管理规范》《江西省高速
公路服务区行业管理政策汇编》等行业
规范指南，并在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首
推“同城同价、薄利多销”的平价经营理

念，引领服务区所有经营档口走平价路
线。目前，“同城同价”平价经营的做法
被交通运输部写入《交通运输部关于进
一步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的意
见》，并在全国推广。

不断优化服务举措，大力提升特色经
营、精细化管理水平。九（江）景（德镇）高
速石钟山服务区为全体员工配备红马甲
作为工作装，时刻提醒员工要主动提供服
务，让需要帮助的旅客很快可以发现咨询
目标。为加强对突发事件处置知识的培
训，石（城）吉（安）高速泰和东服务区坚持
每年开展岗位练兵、技术比武，在提升物

业服务能力和经营服务形象的同时，加强
了经营人员文明礼仪培训及日常督导，做
到了“来有迎声，走有送声”;永（修）武
（宁）高速庐山西海服务区大力推进“文明
服务”“微笑服务”，服务区打造了一支高
素质、高标准的“路姐团队”，在“第三届最
美中国路姐”评选中获得入围奖，是江西
唯一一支服务区团队获奖单位，树立了江
西省高速公路服务区新形象。

坚持高品质服务，让出行
体验更美好

服务贵在周到，周到藏于细微。今年

“五一”节假日期间，记者来到大（庆）广
（州）高速公路吉安天福服务区，这里餐
厅、超市等设施一应俱全，你可以到茶庄
小歇，品一杯香茗，尝几块茶点，欣赏茶艺
表演，缓解旅途的疲惫，感受中国茶的韵
味……放眼望去，升级改造后的服务区气
势恢宏，A区主体建筑是粉墙黛瓦的庐陵
风格，与B区的闽南风格相呼应。你还可
以带着恋人来到这里，在独具赣台风情的
风景里，拍一套茶服婚纱照，举办一场浪
漫的茶文化主题婚礼。

同样，即将改造完成的万年西服务
区位于济（南）广（州）高速公路上，餐厅、
超市等处处通透敞亮，醒目的“驿购”便
利店近 1000种江西名优产品可供司乘人
员选购……最近几年，江西省高速公路
服务区管理部门转变服务区经营管理模
式，积极引入特色小吃、精美工艺品、品
牌咖啡、潮流科技品、特色农产品等，把
从前只有餐厅、超市、汽修、加油“老四
样”的服务区变成“主题驿站”，不仅实现
了营业收入的大幅增长，还不断刷新司
乘人员的新感官。

温馨、体贴、细致，这是众多司乘人员
对江西高速公路服务区的评价。2012 年
起，江西连续多年开展了“百姓满意服务
区”“星级服务区”等创建活动，各服务区
在硬件设施完善、星级考核评定、服务水
平提升、特色品牌创新以及地方经济与文
化推广上求实创新，使服务区的服务环
境、服务质量、服务水平得到了改善，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6 月 14 日，抚州市发布公告，拟取消
东乡区红光花奇莲藕观光园3A级旅游景
区的资质，以及广昌县定心寺、黎川县百
福文化园2A级旅游景区的资质。这是我
省设区市又一次对不合格的景区进行摘
牌处理。

这次行动并不让人感到太意外，因为
2015 年以来，我省已有多家景区被摘牌。
近年来，我省加强 A 级景区动态管理机
制，打破 A 级旅游景区“终身制”，一批不
合格景区被摘牌。

进与出
随着旅游产业的发展，各地对景区品

牌创建十分重视，A级旅游景区数量增长
迅速，同时也出现一批“躺在功劳簿上睡
觉”的品牌景区。

实际上，2015 年以前，我国鲜有景区
被摘牌。打破A级旅游景区“终身制”，在
2015 年初南昌召开的全国旅游工作会议
上初露端倪，当时会议强调要“摘掉一批
市场秩序混乱的A级旅游景区牌子”。

不到 3 个月，承诺落地。当年 4 月 2
日，原国家旅游局通报，44 家 A 级景区被
摘牌，1 家 5A 级景区被严重警告，9 家 5A
级景区被警告。2016年，对不达标景区的
清理力度更大，全国有367家4A级及以下

旅游景区受到处理。2015 年至 2017 年，
全国 400多家景区受到摘牌、降级或警告
等处理。这其中包括江西10多家景区。

这两年，国家对A级景区动态管理逐步
实现常态化。在去年底的新晋5A级旅游景
区授牌大会上，文化和旅游部为9家5A级
旅游景区授牌，同时宣布对11家4A级景区
进行摘牌处理，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

视线拉回省内，近年来，我省也逐步
实现对 A 级景区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
管理。去年 7月，我省委托第三方机构对
全省 50 家景区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暗
访。根据暗访情况，全省 12家 4A级景区
被警告或严重警告。当时，我省要求，相
关景区要及时做好问题整改。对于到期
整改不到位的景区，将进行严肃处理，该
降级降级、该摘牌摘牌。

与此同时，景区动态管理范围也在不
断向下延伸。在设区市层面，2017 年 1
月，九江对两家3A级景区进行摘牌处理，
开全省设区市对 A 级景区摘牌的先河。
此次抚州对 3家景区进行摘牌处理，是全
省各地加强对 A 级景区动态化管理的又
一次具体实践。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
责人表示，未来全省各地还将继续加强对
A级景区的动态化管理，加大对不合格景
区的清理力度。

危与机
一段时间以来，在A级景区评定过程

中，存在“重硬件、轻软件”“重客观条件、
轻游客评价”的现象。这其中，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个别经营者把景区等级视作“金
饭碗”，把A级招牌当作“终身制”。

根据原国家旅游局2012年印发的《旅
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被评选为A级
的旅游景区要进行定期监督检查和复核，复
核达不到要求的，将面临通报批评、降低或
取消等级等处罚。但实际情况是，2015年
之前，景区等级“有升无降”，更别提摘牌。

能够“摘牌”，才有约束。退出机制的
建立，其目的不是“退出”，而是保障 A 级
旅游景区的应有品质。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近年来，在A级景区增量的同时，对存
量的管理却不够完善，导致部分A级景区
质量下滑。“以前A级景区只进不出，一般
只有停止经营的景区才会退出。”江西财
经大学江西旅游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曹
国新表示，对A级景区实行“有进有出”的
动态管理，“加强激励与约束并存的机
制”，使得景区评级不再“一劳永逸”，有利
于倒逼景区向高质量服务水准看齐。

摘牌式的动态管理制度，可以督促各
大景区时刻紧绷“质量弦”，擦亮A级旅游
景区“招牌”。旅游专家表示，景区建设从
来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积累沉淀，
保持良性持续发展，还必须与市场变化相
适应，不断调整。

旅游景区在进入品牌阶段后，更应重
视景区的现代化管理，以及信誉的维护。
景德镇古窑民俗博览区执行总经理洪玲
说，A级旅游景区动态监管机制其实也是
一种旅游风险提示。5A级旅游景区是一
块金字招牌，“创 5A更要护 5A，我们正在
开展景区后5A时代的提升工程”。

时与势
大众旅游时代，游客对旅游品质的要

求越来越高。
我省现有5A级旅游景区11家，4A级

旅游景区151家，3A级及以下旅游景区则
更多。A 级旅游景区覆盖了我省众多的
优质资源，遍布全省各地，成为江西精品
旅游产品的标杆。这其中，也存在部分

“不思进取”的景区。省文化和旅游厅已
将 A 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列为今年重点
工作，加大高等级景区复核力度，健全 A
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和退出机制，清退不
符合标准的A级旅游景区，用“有进有出”
方式倒逼景区服务“有质有量”。

当前，我省正在开展旅游景区优质旅
游先锋行动三年计划。发展优质旅游，核
心是提供优质的旅游产品内容，关键是要
提供优质的旅游服务。发展优质旅游的同
时，我省也准备淘汰一批不合格的A级旅
游景区。根据《江西省旅游景区优质旅游
先锋行动三年计划（2018～2020）》，我省将
坚持“整治、创建、提升”三位并重，每年开
展A级景区复核工作，年度复核抽取不低
于全省A级景区总数的 20%，全面复核至
少每三年进行一次。每年淘汰一批质量下
滑严重的景区，到2020年，逐步实现全省A
级旅游景区总量控制、动态管理。

在今年的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上，
省政府主要领导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要扎
实开展旅游景区优质旅游先锋行动，建立
健全“有进有出”、激励与约束并重的旅游
景区动态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和不断提升
A级景区的品牌含金量。

可以预见，A级旅游景区动态管理机
制将成为常态化，对品牌景区的监管会越
来越严，整治力度会越来越大。

庐山西海服务区宛如旅游景区。 （图片由省高速集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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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降级降级 该摘牌摘牌
——江西打破景区等级“终身制”加强A级景区动态管理观察

本报记者 龚艳平 实习生 谢胜梦

温馨服务驿站，让出行体验更美好
本报记者 林 雍 实习生 杨 平

7月8日，南昌市红
谷滩新区几何书店，读
者在选书、看书。随着
假期的到来，南昌市各
大书店人气爆棚，不少
学生选择到书店读书学
习，享受阅读的快乐。

本报记者 洪子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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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兴市新岗山镇板桥村董家坞，大雨过后，云烟氤氲，两
只鹭鸟在枝头对望，憨态可掬。新岗山地处赣浙皖交界处，森林覆
盖率高，良好的生态环境，吸引了大批白鹭、池鹭、夜鹭等在此筑巢
栖息繁衍，成了鸟的家园。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7月 1日，鄱阳湖老爷庙水域风平浪
静，几头嬉戏的江豚不时跃出水面，相互
追逐，欢快地游弋。作为江豚和鳜鱼翘
嘴鲌自然保护区，尽管这里新增了一座
气势恢宏的跨湖大桥，但这片浩瀚的水
域依然呈现出鱼水相亲、人与自然和谐
共处的美好景象。

6月28日，都昌至九江高速公路的关
键性控制工程——鄱阳湖二桥建成通车，
是目前我国高速公路跨内陆湖泊里程最
长、跨径最大的斜拉桥，起点位于都昌县
多宝乡，终点是庐山市华林镇。该项目因
为邻近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和鳜鱼
翘嘴鲌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规
划设计和工程建设过程中，管理者和建设
者们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重点考量。

多个自然保护区紧邻施工区域
都九高速公路鄱阳湖二桥项目于2015

年10月开工建设，设计桥长5589米。
都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一头系着

庐山，一头枕着鄱阳湖，中间横跨素有
“东方百慕大”之称的国内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老爷庙水域，这片水域正是鄱阳
湖二桥施工区域。其施工区域除了紧靠
江豚保护区，还与鳜鱼翘嘴鲌国家级水
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多种候鸟的栖息繁
殖地为邻。最新科考结果显示，目前长
江江豚数量约有 1012 头，而鄱阳湖分布
约 457头，被称为江豚最后的“避难所”。
考察中专家发现，在鄱阳湖老爷庙保护
区水域内，长江江豚的分布密度最高。

“大桥的规划、设计、施工和运行，都
有可能对江豚的栖息环境和活动造成破
坏和影响。”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专家
称，大桥在建设中，水面施工船舶将增
多，螺旋桨伤害豚类的几率会增加。此
外，施工时产生的噪音，桥墩等永久性水
下工程也将影响江豚正常迁移，还有作
业时产生的废水可能影响水质等一系列
难题，亟待建设者破解。

为守护这片生机盎然的水域，省高
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都昌至九
江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
都九项目办）的管理者与建设者们把生
态文明优先理念贯穿到项目建设各个方
面，倡导节能环保施工。

为了让包括江豚在内的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不受打扰，建设方
在施工工艺、施工进度等多方面，都进行了综合考量，落实环保措施
20多项，以减缓甚至消除建桥对鄱阳湖的不利影响。

工程建设留下豚鱼迁移大通道
都九项目办秉承“原始的就是最美的，不破坏就是最好的保护；

最大限度的保护，最小限度的破坏，最大限度的恢复”的理念，优化
施工方案，减少对项目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他们引入专业的环境
监理单位，制定详细的环境监理方案，有效防止在工程建设过程中
对现场和周边的大气、水、声、土壤和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委托中科
院水生所跟踪监测大桥建设对水生生物的影响。

鄱阳湖老爷庙水域既是某些洄游性鱼类的繁殖通道和育肥场
所，也是包括江豚在内的水生生物的摄食场所。每年3月至6月，是
洄游和半洄游鱼类繁殖季节，大量“四大家鱼”溯流而上，形成特定
的越冬、产卵与索饵的洄游路线。

如何破解大桥桥墩阻隔江水自然流淌、影响江豚及其他鱼类
生存繁衍环境的难题，成为大桥设计部门工作的一个重点。综合
各方因素，设计方对鄱阳湖的水生生物进行了调查研究，在方案
中加入豚类和鱼类迁移设计方案。

为方便身躯相对庞大的江豚自如通过大桥，鄱阳湖二桥的桥梁
采用主跨达420米的双塔斜拉桥，最大限度减少桥墩物理障碍对鱼
类迁移的影响。

“这就等于特意为长江鄱阳湖的豚类和鱼类开辟一条大通道，让
它们自由进出，繁衍生息。”都昌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詹定郦说。

此外，鄱阳湖二桥的水中施工全部采用钢栈桥钢平台钢围堰，
可回收重复利用。为降低施工噪音，桥梁桩基施工采用气举反循环
钻机。施工废水则采取沉淀池处理后回用，并设立移动环保厕所
等，避免污水排放湖区。

增殖放流，建江豚监测救护中心
詹定郦说，施工和营运期间，特别是在江豚繁殖季节及冬季枯

水位季节，渔政部门安排了专门船只在老爷庙水域附近观察豚类活
动情况，开展水环境监测和水生生物救护工作。

“大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对鄱阳湖渔业资源造成了一定的环
境影响。专家评估认为，可通过增殖放流的方式修复渔业资源。”詹
定郦说，为此，都九项目办计划投入400余万元，拟在大桥附近帮助
渔政部门建立江豚固定监测和救护中心，添置巡逻艇，目前此项目
正在规划中。

为改善鄱阳湖水生物群落结构，修复水域生态环境，今年春季
以来，都九项目办委托九江市农业农村局对鄱阳湖水生生物资源进
行修复，计划增殖放流“四大家鱼”2亿多尾。结合不同季节，分批
次、在不同地点向鄱阳湖水域投放冬片鱼种和夏花鱼苗。目前，已
累计3次增殖放流各类水生生物3820万尾。

近年来，我省开创了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对环境变更进行生态补
偿的先河。对于涉水工程，尤其是影响到自然保护区以及保护区外
围保护地带和“三场一通道”（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洄游通道）的
工程项目，牵头的业主单位都加大了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并主动参
与对生态资源的保护和修复，包括生态补偿、增殖放流、监测水质和
后期管理等。

业内人士称，鄱阳湖二桥建设中的一系列环保措施，不仅有效
保护了鄱阳湖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还为桥梁建设环保施工探
索总结出一套可以借鉴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