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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完

善连接市区、景区、旅游集聚区、交通集散枢纽的
快速交通网络，组织开通连接旅游度假区、主要
景区和乡村旅游重点村的公交路线或者旅游
专线。

道路旅游标志应当纳入道路交通标志设置
范围，统一规划，统一设置。

第三十八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结
合当地实际，开发旅游风景道等特色交通旅游产
品，规划建设自驾游精品线路，配套建设旅居车
停车位、自驾游基地、房车露营地，提供加水、供
电等服务。

第三十九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文明旅游宣传教育，引导旅游者安全、文明、环
保旅游，鼓励旅游经营者开发和经营低碳、绿色、
环保旅游产品。

旅游者、旅游经营者和旅游从业人员应当遵
守文明旅游公约，共同维护旅游秩序，保护旅游
资源和生态环境。

第四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筹组织
本行政区域内旅游形象推广工作，加强对城市旅
游形象和旅游产品的宣传推广。

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旅游企
业，构建多方参与的联合推广机制，组织制定宣
传计划，建立旅游宣传网络，开展旅游推介工作，
形成旅游推广合力。

第四十一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
关部门应建立健全旅游标准体系，完善旅游服务

标准化推进机制，鼓励、支持有关社会团体参与
制订、修订涉旅标准，并组织开展宣传贯彻和监
督检查。

鼓励支持参与各级旅游标准化试点项目，开
展各类旅游标准化试点。

第四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
照旅游发展规划，在年度土地供应计划中统筹安
排旅游业发展用地，保障旅游重大、重点项目用
地需求。

通过优先安排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等措
施，鼓励利用荒山、荒坡、废弃矿山等进行旅游综
合开发建设。

第四十三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引
导金融机构开发符合旅游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和
模式，对符合旅游产业政策的中小微企业和乡村
旅游项目加大信贷支持力度，鼓励和支持保险机
构创新旅游保险产品和服务。

第四十四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引
导社会资本加大旅游业投资，鼓励各类市场主体
通过资源整合、改制重组、收购兼并、线上线下融
合等方式投资旅游业，促进旅游投资主体多元
化。培育和引进旅游骨干企业和大型旅游集团，
带动旅游规模化、品牌化发展。

第四十五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
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作的人才培养模式，
加快旅游管理、企业运营以及冰雪旅游、乡村旅
游等专业人才的培养，推进旅游智库和人才引进
绿色通道建设，加大旅游高端、紧缺人才的引进
和服务保障。

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开展旅游学
科建设和科学研究，进行产学研合作，发展现代
旅游职业教育，建设旅游人才培养、创业基地，开
展旅游创新创业培训。

第四十六条 建立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加强
区域性宣传推广、产品开发、资源共享、客源互
送、市场监管等合作，推进区域旅游一体化，提升
区域旅游竞争力。

第四十七条 旅游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力
量参与旅游公共服务。

支持旅行社参与政府采购和服务外包，接受国
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委托，为有关公
务活动提供交通、住宿、餐饮、会议、展览等服务。

第六章 规范管理

第四十八条 未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业组织、学会、车友
会、俱乐部、网络社交工具等形式，以及产品销
售、教育培训等活动，从事旅行社经营业务。

以赠送形式向消费者提供包价旅游服务的，
应当向依法设立的旅行社采购。

第四十九条 旅游经营者从事旅游经营活
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照核定的经营范围开展活动；
（二）公开告知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合理收费；
（三）提供真实的旅游服务信息，不得进行虚

假宣传，欺骗和误导消费者；
（四）严格按照约定的服务项目和服务标准

提供旅游服务，不得擅自改变服务项目，降低服
务标准；

（五）尊重旅游者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
利，不得强制、纠缠、诱骗或者胁迫旅游者购买旅
游商品和接受旅游服务；

（六）不得擅自在景区内占地经营，妨碍旅游
者观光、游览；

（七）尊重旅游者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
信仰；

（八）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不得有
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

第五十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统一负责
旅游安全工作，将旅游应急管理纳入政府应急管
理体系，建立旅游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和旅游安全
联动机制，组织编制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开
展应急演练。

建立健全假日旅游预警制度，加强区域旅游
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及时向社会发布旅游安全警
示信息。

第五十一条 旅游经营者应当承担旅游安全
的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关注安全
风险和提示，引导旅游者购买旅游保险产品，妥
善处置旅游突发事件。

经营高空、高速、水上等高风险旅游项目，应
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取得经营许可，配备专
业救援人员和设施，提供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
准的产品和服务。

第五十二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旅游统计工作，完善旅游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

方法，加强数据基础分析和应用研究。
统计调查对象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真实、准

确、完整、及时地报送统计数据和信息。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
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
款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
所得，并处以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违法
所得十万元以上的，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
倍以下罚款;对有关责任人员，处以二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三
项规定的，由旅游主管部门或者有关部门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罚款；违法所得五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对直接负责
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千元以上
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六条 旅游及其他相关主管部门工
作人员违反本条例，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中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
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
施行。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公告
根据中铁长春东北亚博览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申请，我局

拟对于朝阳区永春镇、兴博路以南、人民大街以西F03地块进行
规划许可前公示，按照相关法定程序要求，现面向社会履行公
示程序，现场公示牌分别设置于兴博路上，网上公示地址为长
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gzj.changchun.gov.cn）。项目周边
利害关系人如有意见和建议，请按规划公示牌和网上公示所提
供的方式向我局反馈。

长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2日

公 告
根据长春美亚先科制药有限公司的申请，长春双阳经济开

发区自然资源局按照相关法定程序，拟对该单位建设的长春美
亚先科制药有限公司新厂区建设项目进行建设工程许可前公
示。现场公告牌位于建设项目北侧，网上公示地址为长春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网（gzj.changchun.gov.cn），项目周边利害相关
人如有意见、建议，请按现场公告牌或网上公示提供的方式向
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反馈。

反馈意见电话：0431-84166599
长春双阳经济开发区自然资源局

2022年9月1日

遗失声明
● 赵 屹 然（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5201612223213）将长春中医
药附属第三临床医院开具的结算
发 票 （ 发 票 号 码 为
NO.0000328609，住院时间：2022
年8月5日）遗失，现因报销商业保
险需要，特此声明。

● 王 春 秋（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4195702255812）将长春房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长春
市朝阳区西朝阳路7号国有住房

出售收入专用票据（票据号码：
NO.0079008，金额：28504.52元 ）
遗失，声明作废。

● 吕 成 云（身 份 证 号 为
220319197003031451）将吉林省吉
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21年11
月16日开具的朝阳区富锋镇清华
园三期1栋2单元604室回迁房屋
分配单（编号：0001852，面积为
54.35平方米）遗失，声明作废。

● 岳 岐 将 证 号 为
220102197304020627的身份证遗
失，声明作废。

●吴亚军将同志小区29栋5
门703室公有住房使用证遗失，声
明作废。

● 王 占 石（身 份 证 号 ：
220104195404272913）将长春房地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长春
市朝阳区西朝阳路7号国有住房
出售收入专用票据（票据号码
NO.0079159，金额：21849.64元）
遗失，声明作废。

● 宋 淑 琴（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2194405202223）将吉林省天
汇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蓝

色港湾（房屋编号：F5-2-501）扩
大面积款收据（编号为 0000001
号，金额：36563元）遗失，声明作
废。

●刘志英于2012年5月26日
购买的隆都?翡翠湾第DP1号地
下车库169号车位，因个人原因将
车 位 购 买 收 据（票 据 号 码 ：
NO.1547161）遗失，声明作废，如
因原件引起的任何纠纷由本人自
行承担，与长春隆都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无关。

● 崔 晓 慧（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4196705140329）将长春市宇
华房地产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开具的阳光景都W14号车位缴费
收 据（编 号 为 1600261，金 额 ：
125000元）遗失，声明作废。

●一汽物流有限公司将权利
证号：5120001120房屋所有权证
遗失，声明作废。

● 赵 殿 恩（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3320918271）将与吉林澳星
海房地产有限公司2007年6月30
日签订的东起菜市南街、西至农
安南街、南起锦江路、北至扶余
路，协议书编号：A289号棚户区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式四份中的
一份（剩余的三份有效，建筑面积
为42平方米）遗失，声明作废。

● 关 曼 萍（身 份 证 号 为
220105196711110229）将与长春市
城市建设开发管理办公室2000年
4月26日签订的东起建民街、西至
长信小区东、北起卫星东路、南至
雕塑公园，协议书编号：（2000）长
拆许字第19号协议001号房屋拆
迁补偿安置协议书一式四份中的
一份（剩余的三份有效，建筑面积
为164.10平方米）遗失，声明作废。

●臧治臣将吉盛小区三期3-
18栋3门506室公有住房使用证
遗失，声明作废。

●白晶将长春科信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长影世纪村50
栋203室契税、维修基金、抵押费、
登 记 费 收 据（ 票 据 号 码 ：
NO.2155851，金额：72692元）遗
失，声明作废。

●何悦将与吉林省顺风奥特
莱斯置业有限公司于2016年7月
29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房
屋坐落于汉森华尔兹小区3栋3单
元 306 号 房 间 ，编 号 为
0000000000996911，全部遗失。

●榆树市太安乡安泰百货商
店将公章（2201821761426）遗失，
声明作废。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长春市宽城区青年路发源地理发
服务店：

本院受理原告武汉发尊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诉长春市宽城区青
年路发源地理发服务店知识产权
与竞争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3355号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2022年10月
21日上午9时在本院（地址：长春
北湖科技开发区光机路4641号）
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届时
未准时到庭的，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吉林省佰畅聚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云南漫画派对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诉吉林省佰畅
聚商贸有限公司知识产权与竞争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吉0193民初2784号民事起
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上
午9时在本院（地址：长春北湖科
技开发区光机路4641号）第十三

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届时未准时
到庭的，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公告

范立君：
本院受理原告海南胜杰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诉范立君商标权权
属、侵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2）吉0193民初3507号
民事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并定于2022年10月19
日下午13时30分在本院（地址：长
春北湖科技开发区光机路 4641
号）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本案，届
时未准时到庭的，本院将依法缺
席裁判。

长春新区人民法院
扫码办理《长春日报》广告业务
电 话：
17386867666
0431-85649912

“数字光大”打造银行服务新形态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金融用户加快

向线上迁移，对银行数字化、智能化的服
务需求日益提升。光大银行把数字化转
型作为财富管理银行战略执行的有效路
径和方法，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着力推进
“数字光大”建设，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和经济社会发展。

据了解，近年来光大银行坚持创新
引领与数据驱动，在便民服务、场景金
融、自营平台、客户经营四大重点领域步
入数字化发展快车道，为全行公司和零
售业务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聚焦数字便民服务
建设美好数字生活

随着《“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等相关政策的颁布实施，我国数字经济
发展进入新阶段。数字便民服务已经成
为金融行业连接民生服务的重要纽带。

光大云缴费作为光大集团和光大银
行在民生服务领域的典型代表，通过打
造开放化、数字化、智能化的便民金融服
务生态体系，将中国的个人、企业、政务
等各类缴费服务、渠道、支付结算功能整
合，已成为中国领先的开放便民缴费平
台。

截至目前，光大云缴费2022年服务
活跃用户已突破3.5亿户，缴费服务笔数
突破13亿笔，接入缴费代收项目超13000
项，缴费代收服务已输出至微信、支付

宝、美团、银联等700余家大型互联网机
构及银行同业等，其中输出至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和各省、市级政务服务平台70
余家,推动我国数字便民缴费产业向更加
优质便捷、精准智能的方向发展。

此外，光大手机银行通过与光大云
缴费APP服务打通，上线了“社保一站
通”功能，实现了财富管理与便民生活服
务的有机融合。光大手机银行“社保一
站通”包含“查账单”“快缴费”“电子社保
卡”“医保电子凭证”四项高频服务，客户
可以轻松在线查询个人参保信息、线上
办理社保缴纳，为异地就业、偏远地区人
员解决了往返奔波的不便。

光大云缴费社保代收服务现已支持
山西、河北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城
乡居民和灵活就业人群线上缴纳社保，
累计服务超2亿人次，为打通线上民生服
务“最后一公里”贡献了“光大力量”。

做精做细场景金融
加大新兴领域服务供给力度
随着我国平台经济、消费数字化、政

务数字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加速，银行服
务正在从单点服务向场景服务转变。光
大银行围绕中小微企业、“专精特新”、绿
色发展、便民服务、供应链等重点领域和
场景，打造出一批场景金融优势产品，使
金融服务无缝嵌入合作伙伴场景之中，
实现共赢局面。

今年以来，光大银行积极响应金融
支持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通过“物流
通”业务重点加大对货运物流行业的金
融支持和服务力度，全力保障物流企业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光大银行“物流通”从服务公路货运
场景入手，向物流企业提供涵盖账户管
理、支付结算、网络融资等“一站式”服
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助力物
流行业数字化转型。目前，“物流通”累
计服务货主和司机超700万户，已合作满
帮集团、山西快成物流、韵达优配、物泊、
携船网等40多家企业，2022年上半年交
易额超850亿元，服务场景已拓展至船运
领域，并还将向航空运输、特种运输等新
场景延伸。

此外，光大银行“灵工通”业务可应
用到网约车平台、家政公司、外卖及物流
配送、同城信息平台等灵活用工场景，提
供资金监管、保理融资、支付结算等综合
金融解决方案，为稳就业、保民生作出贡
献。

据悉，光大银行目前已将场景金融
建设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教育培训、住房保障、公益福利、智慧
政务、汽车金融等场景中形成成熟的解
决方案并将持续加大推动力度，以创新
为抓手，采取分类施策、多点孵化、重点
培育策略，构建以用户和场景为中心的
金融服务体系。

锻造企业数字化服务能力
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近年来，光大银行不断拓展数字化
转型的广度和深度，持续提升金融科技
的创新研发与应用能力。光大银行对公
线上渠道建设聚焦企业需求，发挥自身
优势，以优质服务助力企业发展，打造涵
盖企业网银、企业手机银行、企业微信在
内的线上渠道服务矩阵，实现互联互通，
精准满足企业数字化金融需求。在企业
网银服务领域，光大银行实现一站式办
理，支持64类业务，上线319项功能，全
面涵盖账户、转账、代发、支付、理财、融
资、票据、现金管理、外汇、全程通等领
域，为企业提供全流程服务。截至6月
底，光大银行企业网银月活客户达47万
户。

在企业手机银行服务领域，光大银
行依托移动端优势，搭建具有拓展性、开
放性的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便捷金融
服务，除查询、转账、存款等业务外，上线
阳光e开户、资信证明等功能，升级财富
管理、普惠金融等业务板块，上线对公理
财全流程服务，光大快贷、e抵贷、代发业
务签约等重点产品。同时，企业手机银
行通过升级智能体验，采用智能风控、智
慧识人、数字证书等技术手段增加平台
安全防线、精准识别用户身份、实现免

Key支付，为用户资金安全保驾护航；还
聚合人员管理、发票管理、创业扶持、品
牌推广、企业名片、财经热点资讯等专业
服务，赋能企业数字化管理，助力企业降
本增效。

据了解，近期光大银行还将持续升
级企业线上服务，即将推出“企业网银专
属客户端”，同时上线“企业行政管理平
台”，以薪资代发场景为核心切入点，打
造集薪酬管理、智能代发、财务管理、协
同办公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提升数字化水平
满足客户多元化需求

数字时代背景下，银行与客户的交
互方式、产品服务形式乃至银行业自身
形态都在发生变革，这也对银行的数字
化分层分群经营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光大银行为了进一步强化“以客户
为中心”的数字化经营能力，在业务中
台、数据中台等机制上不断改革创新，首
先在零售金融条线建立了零售中台，通
过企业级业务运营、大数据挖掘和数据
分析、数字化展业等能力及工具建设，将
“价值共生共享”落到实处，为客户带来
持久价值。

同时，为更好地满足客户对权益活
动持续增长的需求，光大银行客户权益

智能服务平台围绕客户体验，运用互联
网思维及运营方式，为全行客户经营及
智能化营销提供强有力的抓手。该平台
上线以来，以光大手机银行为载体，搭建
了“客户交易行为达标判断-权益派发-
权益核销-数据监测”的智能营销体系，
助力提升客户全旅程服务质量。目前，
该平台支持权益商品已超5000种，截至
2022年6月末，光大银行客户权益领用总
量已超过720万份，同比增幅117%。

此外，在数字化内容运营方面，光大
银行全面融入开放、生活、交互、好玩的
互联网基因，围绕客户需求巩固光大手
机银行内容运营特色。一方面，光大手
机银行聚合财富管理资讯，整合光大集
团和光大银行全品类原创内容，同时邀
请多家知名基金、证券公司加盟“服务
号”体系，为客户提供集财经资讯、趋势
评述、专业投研报告等为一体、更加多元
的专业资讯服务；另一方面，光大手机银
行以智能化呈现形式推出“看点”页面，
根据客户的交易习惯和关注领域，主动
推送客户感兴趣的内容信息，以及与客
户常用金融服务相关的深度资讯，打造
智能化、定制化内容服务体验。

未来，光大银行将持续探索数字化
转型最优路径，强化金融科技应用实践，
以“数字光大”助力实体经济发展、提升
金融服务质效，为客户创造更大价值。

本报讯 （记者袁迪）“传了，上篮。”
“好球！”1 日，位于南湖公园内的篮球场
上，一群市民正挥汗如雨地打球。南湖公园
本着“聚力美好生活·助力幸福长春”的宗
旨，在园区内湖西的树林间建设了全民运动
场地，于1日起正式免费开放。

运动场地总建筑面积约 5300 平方米，

其中包括1条跑道、1个笼式足球场、2个标
准篮球场、2 个羽毛球场、1 处儿童沙坑。
南湖公园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全民运动
场地免费向市民开放，22时熄灯。

左图：被绿树环绕的南湖公园全民运动
场地。 张扬 摄

南湖公园全民运动场地南湖公园全民运动场地
免费开放免费开放

本报讯 （记者李木子） 1日，时隔318天重回主场作
战的长春亚泰没能延续连胜的势头，经过苦战0比1不敌10
人作战的成都蓉城。

携近7轮6胜之威的成都蓉城尽管是客场作战，但从比
赛一开场就反客为主，在控球率、射门次数等多项关键数据
上都压制了亚泰。第11分钟，成都蓉城外援罗慕在禁区外
一脚兜射帮助客队打破僵局。下半场，换上上赛季中超联赛
最佳射手儒尼奥尔后，亚泰的进攻有了起色，埃里克、谭龙
甚至刚刚加盟球队的中卫贺惯都威胁到了对手的球门。第
69 分钟，成都蓉城队员周定洋吃到第二张黄牌被罚下场，
但多1人的亚泰反而失去了进攻节奏，对手将1比0的比分
保持到了终场。

5日17时30分，亚泰将继续坐镇长春体育场，对手是
本赛季表现极为出色、目前领跑积分榜的武汉三镇。

下图：长春亚泰球员（右二）在场上奋力拼抢。 赵滨 摄

时隔近一年重回主场

亚泰0比1不敌成都蓉城

刚刚过去的 8 月，中国排球带给球迷
诸多惊喜，先有男排时隔10年重夺亚洲杯
冠军，后有以国青队为班底的中国女排获
亚洲杯亚军，两支年轻且充满活力的队伍
让球迷看到了中国排球的未来与希望。

此次参加女排亚洲杯的中国队平均年
龄二十出头，几乎每场都是“以小打大”，
在体能、技术和比赛经验方面都有不足之
处，但是在拼劲儿上姑娘们绝对不输对
手，而且在亚洲杯最佳阵容的评选中，吴
梦洁、胡铭媛和周页彤分获最佳主攻、最
佳副攻和最佳接应。这3人都展示了极强

的比赛能力。这些新生力量不断成长，辅
以朱婷、袁心玥、龚翔宇等老队员，相信
两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中国女排定会交上
令球迷满意的答卷。

与女排相比，男排小伙子的表现更是

令人振奋。这个夏天，从世界男排联赛到
亚洲杯，小伙子带给球迷一个又一个惊
喜。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3岁，平均身
高将近2米，他们发球、扣球、拦网的能
力日臻成熟，队中张景胤、俞元泰、彭世

坤等核心球员表现不俗，在世界男排联赛
中爆冷击败巴西队，亚洲杯赛场横扫伊朗
队、韩国队和日本队，时隔10年重新站上
亚洲之巅，让球迷看到了中国男排崛起的
希望。

现在的中国男排女排队员拼劲足、信
心足，但他们毕竟还年轻，细节把控、比
赛经验、心态调节上还有不足，所以更要
求他们认清形势、放平心态，在平时的训
练和比赛中不断磨砺自己、积累经验，将
良好的势头延续下去，让青春的力量在赛
场上持续迸发。

■评论■
青春力量 未来可期

丰 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