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出游提醒

谨防“低价游”
本报讯（记者 王勇）春节将至，节假日

旅游小高峰也即将到来。 2 月 12 日， 南阳
市旅游和外事侨务局、 南阳市旅游协会发
布提示， 提醒市民增强安全意识和防范意
识，树立文明出游意识，确保快乐出行、开
心游玩、平安回家。

选择参团旅游的市民， 一定要留意组
团社的资质。 出境旅游要选择有资质的旅
行社，务必与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并与旅
行社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 明确约定旅游
景点、游览时间、食宿标准、交通工具、自费
项目及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违约责任赔偿
等相关内容，并索取正规发票。 参加团队旅
游的游客， 要听从导游或领队人员的安全
提示， 注意查看旅游安全须知和提示标识
标牌。

低价旅游团应谨慎参加， 要事先对旅
游产品的品质、 服务质量和价格进行综合
考量，自觉抵制“零负团费”及“不合理低
价”。 选择旅游产品时，要根据年龄和身体
状况选择合适的旅游产品， 不要盲目追求
低价，不要轻信旅游小广告。 参加合同中约
定的购物活动时，应慎重鉴别质量和价格。
购物发票中应标明购买商品名称、数量、单
价，并加盖商家发票专用章或财务章，以备
退货、投诉之用。

自驾游要提前了解高速公路通行状
况、景区客流，设计好出行线路。同时，要注
意天气变化，出游前检查车辆状况，要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 不要超速、 超员和疲劳驾
驶，确保行车安全。

树立文明出游意识。 自觉遵守公共秩
序和社会公德， 旅游过程中要遵守旅游目
的地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序
良俗，尊重当地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
信仰，爱护旅游资源，杜绝乱刻乱画保护生
态环境，做到文明旅游。

我市房屋租赁市场遇到的一些问题
房屋租赁市场是一个多

元化、复杂的市场，政府管理
部门、 租赁当事人之间难以
规范有效互动， 就会导致各
类问题层出不穷。 那么，现阶
段我市房屋租赁市场都遇到
了哪些问题？

一 、租赁关系不稳定 ，易
发纠纷

目前私人住房租赁合同
大多为一年期，每到租约快到
期之时，租赁双方就需要再次
协议。 即使在租赁期限内，受
出租人出售住房、或家庭自身
原因（如子女结婚等）影响，承
租人经常面临出租人要求提
前终止租约的要求，租赁关系
很不稳定。 同时，租赁双方因
续约、提前终止租约、公用事

业费交缴以及住房装修 、设
备、家具质量、维修、增配乃至
第三方损失（如漏水损坏邻居
房屋）等问题而产生的各类纠
纷也很多。 房地产经纪机构所
提供的住房租赁经纪主要采
用居间方式，经纪机构在促成
租赁合同后就不再负有提供
后续服务的责任。 对于住房租
赁双方在签订租赁合同后较
为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缺乏
一个富有专业经验的第三方
在“事前”帮助监督、协调，一
旦出现矛盾，只能“事后”通过
高成本（时间、经济）的法律途
径来解决。 这是住房租赁市场
出现纠纷的原因之一。

二 、缺乏专业管理 ，存在
安全隐患

私人出租的住房， 存在
着产权人与使用人分离的状
态， 需要有一个专业的责任
主体对出租房屋本身以及房
屋使用行为进行管理、 维护
和监督。 但目前我市住房租
赁市场上还没有形成提供这
一服务的主体。 物业管理公
司一般只对住宅小区公共部
位进行管理，对于住房内部，
除了对少数影响房屋整体结
构（如破坏承重结构）的行为
进行监督和干预外， 物业公
司无权也无意进行管理。 在
此过程中， 出租住房的日常
监护常常处于缺失状态。 如
出租房的设备老化（如热水
器超过使用期、 煤气自来水
软管老化、 空调室外机托架

锈蚀），产权人不知晓或无心
知晓， 承租人也因房屋产权
并不属于自己和非长期使用
而疏于检查或乐于滥用（如
乱拉电线、 超负荷使用电
器），导致出租住房存在大量
安全隐患。 这类问题在群租
住房中则更为集中。 同时，出
租住房中的居住人处于一种
相对匿名状态， 为其实施不
法、 不轨行为提供了较便利
的条件，因此，出租住房内的
社会治安也存在很大隐患。

三 、 合 同 备 案 率 较 低 ，
监管难度大

长期以来， 租赁登记
备案制度尚未得到落实，
普通居民在进行住房租赁
时， 不办理租赁合同备案

的情况十分普遍。 目前，我市
住房租赁主要通过亲朋好友
介绍或网络达成交易，部分通
过房地产经纪机构居间介绍
达成交易（从大多数房地产经
纪机构业务收入主要来自房
屋买卖中介的情况看，这部分
的比例并不会很高）。 由于租
赁合同备案率低，房地产管理
部门无法掌握住房租赁市场
的交易情况，由于大多数住房
出租人是私人、工商、税务部
门也难以掌握出租人情况，市
场监管难度大。

没赶在春节高速公路免费时段结束时下高速怎么办？

应就近下站，再领卡上高速公路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通讯员 张淯扬） 今年春
节，高速公路免费时段为
2 月 15 日 0 时至 2 月 21
日 24 时， 免费时段以驶
离收费站出口时间为准。
如果你没赶在免费时段
结束时下高速怎么办？

记者从高速公路南

阳管理处了解到， 春节
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结
束后 ， 全省高速公路收
费站将转换为正常收费
模式 ， 设有 3 个小时的
收费模式转换过渡期 ，
在此期间， 没有领取通
行 卡 的 车 辆 出 收 费 站
时， 会被按照从最近收

费站上站收取通行费，
领取通行卡的车辆会被
按照正常收费标准收取
通行费。

收费模式转换过渡期
结束后，若仍有个别小客
车在入口收费站没有领
取卡时，工作人员会将车
辆引导至收费广场安全

位置，通过监控视频查询
是否领卡，若证明发生了
特殊情况，收费站应妥善
处理，按照最近收费站收
取通行费。 工作人员提
醒， 免费时段快要结束
时， 驾驶员应就近下站，
之后再领卡上高速公路，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

盘点我市春节期间易拥堵路段

合理安排路线 注意错峰出行
本报讯（记者 王朝荣 周聪 特约记者 张晓东 通讯员 武钢）春节期间，无论你选择哪种方式出行，如果被堵在

路上，肯定是件烦心事儿。 日前，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通过对以往春运特点和信息数据分析，
发布春节期间高速公路和中心城区易堵路段和时段，提醒广大市民合理规划出行线路。

避开高峰时段 选择合适路线
自 2 月 15 日 （腊月

三十） 零时起至 2 月 21
日（正月初六）24 时止，
高速公路 7 座（含 7 座）
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 市
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预
计，2 月 14 日（腊月二十
九）和 15 日（腊月三十）
是出程高峰时段，中心城
区周边站、方城站、唐河
站返乡车流量非常大，下

站车辆易拥堵排队，注意
错峰返乡回家。 2 月 20
日、21 日、25 日为返程高
峰，特别是 2 月 21 日（正
月初六）16 时以后是返
程最高峰，南阳市区周边
站和二广高速、沪陕高速
省界站车流量会非常大，
注意提前返程 、 错峰返
程。 此外，由于兰南高速
为双向四车道，道路较窄

且车流量大 ， 为避免拥
堵，可提前走 311 国道或
绕行商登高速、 郑少高
速、连霍高速转焦桐高速
通行；二广高速豫鄂省界
站车流量大，可提前绕行
焦桐高速向南。

针对中心城区，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预计， 春节前，
汽车站、火车站区域人流、
车流密集， 可能会造成短

暂拥堵； 在人民路与中州
路交叉口、 人民路与建设
路交叉口等商业区， 由于
市民购买年货、服装等，人
流、 车流较大， 会引起拥
堵；南新路口、雪枫路与南
邓路交叉口、 中州路与北
京路交叉口、 仲景路与信
臣路交叉口、 南阳大桥西
口 5 个出入中心城区口车
辆较多，会引起交通拥堵。

交警温馨提醒 切勿疲劳驾驶
交警提醒广大市民，

春节期间，群众聚餐、娱乐
活动增多，午后、夜间、凌
晨时段超速、酒驾、疲劳驾
驶等交通违法行为增加，
再加上春节期间面包车超
员、 农用车违法载人现象
突出， 这些都会导致交通

事故的风险增大。 出行前
请关注实时路况， 交通高
峰期尽量避开易堵路段，
错时出行。 切勿乘坐超员、
超载、超速车辆，严禁酒后
驾驶、 吸毒驾驶等严重交
通违法行为。 春节自驾车
回家过年， 请合理安排行

程，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
确保车辆性能良好， 驾驶
过程中保持注意力集中，
全天累计驾驶时间不超过
8 小时，连续驾驶 4 小时要
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休息 20
分钟以上。

如在高速公路行车途

中出现故障，应迅速打开危
险报警闪光灯（双闪灯），组
织车上人员迅速撤离到高
速护栏外，在来车方向 150
米处设置三脚架安全警示
标志牌； 如无法自行解决，
可拨打南阳高速交警报警
电话 0377-63032110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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