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报全媒体讯渊椰网/海拔手机端记者 柯育超 严
格 林佳琦冤春节临近袁家家户户喜气洋洋遥 每年这个时
候袁众多服务行业都会迎来一波野春节涨价潮冶袁这似乎
也成为了大家默许的习惯袁 也是服务行业内心照不宣
的惯例遥 相比往年袁今年的洗车尧理发尧餐饮等服务行业
的涨价潮似乎比往年来得晚了一些遥

近日袁 商报记者就服务行业涨价潮分别走访了海
口市部分洗车场尧理发店和餐饮店袁发现部分商家已经
悄然涨价袁涨幅在 5%-30%之间遥当然袁面对这波春节涨
价潮袁大部分市民车主均表示可以接受袁少部分市民则
表示别无选择袁只得野委曲求全冶遥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袁有些市民对
于春节期间部分服务行业的涨价行为迫
属无奈袁只能接受袁但同时也提出了质疑袁
认为此举是否涉嫌违反相关物价规定遥 对
此袁 记者采访了海口市物价局相关负责
人袁据其表示袁洗车场尧理发店尧餐饮店的
定价不属于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袁属于
市场调节价遥

野经营者可根据生产成本尧市场的供
求状况等情况袁自主定价袁但必须要明码
标价袁或者是在服务开始前袁要向消费者
说明具体的服务价格袁决不允许出现价格
欺诈行为袁 消费者可根据经营者提供的价
格袁 货比三家袁 选择适应的经营者进行消
费遥 海口市物价局也呼吁广大经营者要合
理定价袁此外袁消费者如果发现有价格欺诈
行为袁可以拨打 12345或 12358进行投诉袁
物价局将会进行调查处理遥 冶该负责人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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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车价格逐日涨理个头发要排队
记者走访椰城市场袁部分服务业开启野春节涨价模式冶

商报调查·节前看消费

家住海口市海甸岛的李先生已
经一个多月没有洗车了袁 看天气预
报显示近期都没有雨水袁 于是他便
把车开到海达路一家洗车店洗车遥
野还有几天就是春节袁总不至于让车
辆脏脏的吧遥 这里原先的价格是 30
元袁现在的价格是 40元袁还是可以
接受的遥 冶李先生告诉记者袁往年临
近春节前几日袁 很多洗车场的价格
甚至达到了 100元遥 野只要洗干净就
可以了袁 今年涨价相对往年还是晚
了点袁可能也是自己运气好吧遥 冶李
先生笑着说遥
见到记者采访袁 一旁等待的陈

先生也凑了过来并表示袁 海达路上
的洗车场有七八家袁 其刚才询问了
部分商家袁价格都不一样遥 野现在这
家是小轿车 40 元袁 越野车是 50
元遥 有一家的价格已经上涨到了小
轿车 50元袁越野车 60元遥 相对而
言袁这家还算是比较实惠袁不过可
能再过两天袁这个价格可能会直接
翻番袁 到时候还是自己在家洗就
好遥 冶陈先生说道遥
记者随后陆续走访了海口市区

其他路段的 5家洗车场袁 暂未出现
洗车拥挤的情况袁 洗车价格都在
40-50元之间袁 车主们大部分都表
示能接受遥 野哪个人春节放假不想回
家休假钥 春节期间当然应该多点收
入作为补偿袁有地方能够洗到车袁我
觉得已经很幸运了遥也就几天时间袁
实在不行就自己动手袁天气好袁权当
锻炼了遥 冶一名正在洗车的车主说遥
走访中袁记者还了解到袁有一些

车主喜欢前往全自动洗车机清洗车
辆遥 记者根据车主的指引袁来到了
海口市文明东路的一家全自动洗
车机袁这里单次洗车仅 20元袁由于
是与加油站绑定袁 车主如果加满
250元汽油袁 也可以免费试用一次
洗车机遥

野近期袁加油站每天提供 100张
洗车券袁 只要车主加满 250 元汽
油袁即可获得一张洗车券袁可免费
洗车遥冶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袁目
前来洗车机前洗车的车主很多袁但
因为洗车的速度比较快袁所以没有
出现拥挤的情况遥 一般洗车的时间
大概在 3-5分钟之间袁 主要是清洗
外表遥

对于洗车价格上涨的情况袁在
海达路某洗车场的员工小吴说院野老
板说马上春节了袁 价格就稍微上涨
了袁不过涨幅不会太大袁原价 30元袁
现价是 40元袁 按照往年的情况来
看袁应该只会在 50元左右袁除夕当
天可能会加到 80元或者 100元遥 冶
小吴告诉记者袁 车主来到洗车

场后袁他们会主动向车主说清楚价
格遥 野如果车主接受袁才开始洗车袁
而且也不会因为车多而偷工减料袁
不然会出现很多不必要的事情遥冶小
吴说遥

记者在走访的几家洗车场中袁
洗车工都会在洗车之前袁 向车主说
明目前的洗车价格遥值得一提的是袁
大部分洗车场都没有公示牌进行明
码标价袁 仅是口头告知车主现有的
价格而已遥

春节即将来临袁 连日以来袁海
口市民中掀起一股野理发潮冶遥 无
论男女老少袁 都会去美发店修剪
或烫染头发袁 希望以崭新的面貌
和形象袁来迎接新年新气象遥 而部
分理发店也抓准商机袁在价格上进
行微调遥

针对春节前夕理发店的涨价
潮袁1月 30日袁 记者来到美苑路桫
椤湾商业街野Dior美汇冶美发店袁发
现洗头区尧理发区及烫染区袁顾客
坐得满满当当遥 野我们的工作量基
本上翻了一倍袁早晚还分别提前或
推迟 1小时下班遥 冶前台工作人员
预计袁未来几天渊1月 31日至 2 月
3日冤将是客流消费的最高峰遥他建
议袁大家尽可能提前半天来电或是
微信确认是否还有空档遥

由于有消费者反映袁年前部分
理发店服务水平下降袁很多店洗头
不像往常一样有按摩服务袁记者特
就此随机挑选了一家店进行调查体
验遥 记者在某海口知名连锁理发店
休息区等待近 20分钟后袁在工作人
员的带领下来到洗头区进行洗头遥
洗头区域的正上方贴着该店的洗头
流程表袁 上面还有一行黑体字注释
野为了您的消费权益袁洗护流程如发
现未按照以上流程服务袁 可及时跟

管理人员反馈遥 冶在记者本次洗头过
程中袁 工作人员按时按量完成了洗
头与按摩工作袁 只是在洗头过程中
多次向记者推荐野159元办卡冶等优
惠活动遥工作人员介绍袁目前店内收
费并没有上涨袁 洗护最低价 49元袁
烫染均按照价格表上的标价收费遥
但春节期间渊初一至初六冤袁洗护价
格会比现在高一些遥随后袁记者又致
电海口另一品牌的知名连锁理发店
询问袁 工作人员表示过年期间价格
不变袁野洗剪吹冶 服务所有分店统一
收费 88元袁 如果是简单的刘海修
理袁可以打 8折遥

除此之外袁记者还分别走访了
国兴大道尧美苑路等多家小型理发
店袁发现价格均比年前有所上涨袁一
些小店店主也反映近日顾客人数比
平日多了不少遥 野平时洗剪吹 48元袁
现在要 68元了遥 冶刚剪完头发的黄
先生告诉记者袁年前涨价已成常态遥
野基本上年后就会回落袁可以接受遥 冶
不少市民表示袁每年基本上都是年
前涨价年后回落袁野习惯了遥 冶

至于理发店的服务质量袁黄
先生表示院野服务态度都挺好袁每
个店服务流程也不尽相同袁 基本
上只要你要求袁 还是会好好给你
按摩的遥 冶

除了洗车场和理发店之外袁 许多餐
饮店也野瞄准冶了春节涨价的商机袁针对此
情况袁 记者近日走访了海口几家餐饮店袁
了解春节期间餐饮店的收费和顾客消费
情况遥

记者首先来到海口市新埠岛某海鲜
酒楼遥 该酒楼平时有早茶午茶服务袁但春
节期间只提供午餐和晚餐服务袁菜单的价
格会有所调整袁每道菜的价格增加 30%左
右遥 据酒楼的工作人员介绍袁每年春节期
间的客人都不少袁 尽管价格有所升高袁店
里还是相当的热闹遥
随后袁记者来到了位于海口国兴大道

日月广场的一家烤肉店袁据烤肉店的店员
表示袁春节期间袁除了 2月 4日不营业之
外袁其他时间均正常营业遥野春节期间价格
与平时相同袁没有额外增加的费用遥冶该店
员告诉记者袁往年春节期间袁客人并不多袁
服务员也比平时安排较少遥 野价格基本不
变袁服务员也基本可以满足顾客需求遥冶该
店员说遥

在海口国兴大道附近一家平时很火
热的火锅店内袁记者看到袁该店 2月 4日
渊除夕夜冤 所准备的年夜饭套餐分别为
888元尧1088元尧1288元三种遥 据工作人
员介绍袁市民若除夕夜到店内用餐袁必须
提前预定且缴纳定金遥 野顾客如果没有预
定袁将不予以接待遥 冶该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袁火锅店 2月 5日-7日正常营业袁期间
仅包厢需要预定袁外场不接受预定袁但可
能需要排队遥野春节期间菜单价格不变袁用
餐需增收 10%服务费遥 目前客人不是很
多袁但除夕夜的晚餐已有顾客预订遥冶该工
作人员说遥
针对餐饮店涨价的情况袁记者随机采

访了部分市民袁大部分均表示能理解遥 陈
先生说院野春节期间价格的上调我觉得是
合理的袁只要餐厅提前告知客人袁消费者
可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选择消费袁毕竟春
节人家还在服务我们也挺不容易的遥 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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