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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网友通过网上报名参与旅
游的行为，郑州市旅游管理部门作
出如下提示：

1.外出旅游请选择相应资质的
旅行社，否则自身的合法权益很难
得以保障。

2.外出旅游请签订规范的旅游
合同。为确保游客合法权益，国家
旅游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根
据《旅游法》的规定，制定了2014年
版《团队境内旅游合同（示范文
本）》、《团队出境旅游合同（示范文
本）》、《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合
同（示范文本）》等旅游合同示范文
本，并将游客和旅行社的权利、义
务、责任分担等法律规定形成合同
约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合同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游客外出旅
游一定要签订规范的旅游合同，详
细约定旅游项目、服务标准等内容，
以确保自身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3.选择自助游、自驾游等自助旅
游方式，一定要制订周密详细的旅
游计划，注意旅途安全，选择跟随

“驴头”外出旅游时，一定要了解其
是否有领队资质，是否有带队经验，
更重要的是提防个别网友以组织户
外活动之名，行开展旅行社业务获
取利益之实。

网上跟团游 莫选黑“驴头”
其实，《旅游法》等法律法规对非法经营旅行社行为有明确管理规定
□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骆志宗

核心提示 | 国庆假期临近，一些通过微博、微信、QQ群组织旅游活动的现象迅速增多。据了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一些没有旅游
资质的户外组织、车友会、自驾游俱乐部甚至资讯类网站都开始通过网络平台招揽游客，从事旅游经营，而且生意红火。这种网上的旅游经营
主体，没有资质，不交质量保证金，不跟旅游者签署合同，他们快速蚕食旅行社的合法市场业务，挤压了旅行社的生存空间，不仅扰乱了旅游市
场秩序，而且可能导致游客维权困难。这让很多旅行社从业者感到无奈，他们呼吁工商部门和旅游监管部门严格按照《旅游法》加强监管。

近日，郑州市旅游质监执法部门接到市民关于通过某网站
BBS“快乐之旅”参加的“泰国6日游”而经历的一系列不愉快遭遇
的投诉。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执法人员对该事件进行了调查。

经查，这是一起由网友通过郑州市某网站BBS“快乐之旅”网
上发帖，招募驴友自行组织参加的户外活动。召集人不仅通过淘
宝收取了驴友的活动费用，而且还利用其他驴友的办公场所于出
发前5天召开了行前说明会，同时，还向驴友提供了包含航班、酒
店、景点、娱乐等旅游内容和项目的行程计划单。

据此次“泰国6日游”的领队介绍，他们是自发组织的此次户
外活动，且于6月30日至7月5日已按照行程计划完成了整个活
动内容。

目前旅游质监执法部门正在对该事件进行进一步调查。

旅游业内人士介绍，随着个性化旅游的兴起，自助游、自驾游
等旅游方式层出不穷，而以驴友名义通过网络自由联系、自主结
合的旅游形式更是屡见不鲜，但其中潜在的风险和问题也在不断
暴露和显现。诸如，个别网友以“无偿组织驴友探险、观光”之名，
行“经营旅行社业务”之实，从中获取经济利益，严重扰乱了旅游
市场秩序，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出游方式一旦出现质量问题乃至人
身安全问题，受害人无从主张自己的权利。以2013年为例，4月
5日，10名驴友结伴攀爬忻州蝴蝶谷时，一名驴友不慎从一条50
多米的瀑布滑落遇难；5月20日，一名广西驴友葬身于梅里雪山
的雪崩之中；8月25日，一名驴友在阿城吊水壶景区拍照时不慎
坠崖遇难等，触目惊心的案例，警示着每一名驴友慎重参加户外
活动,这种户外活动给自己带来最大自由的同时，也同样带来了
可能需要自身承担的最大风险。

“一些网络上的经营主体没有旅行社资质，通过低价销售、网
络欺诈、虚假宣传等获取非法收益，不仅损害旅游市场秩序，还会
损害旅游者的合法利益。”

“这些组织或个人不用交质保金，不养导游，也不交什么税
费，空手套白狼就抢了旅行社的饭碗，这对合法的经营主体来说
很不公平。”一家旅行社经理愤愤不平。最关键的是他们没资质，
不能签订合同，一旦发生违约或侵权的事情，消费者很难维权。

某律师事务所知名律师刘卫认为，通过网络经营
旅行社业务应具备的合法资质及相关要求，这在《旅
游法》中有明确的规定。根据《旅游法》第四十八条规
定，通过网络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旅行
社业务经营许可，并在其网站主页的显著位置标明其
业务经营许可证信息。发布旅游经营信息的网站，应
当保证其信息真实、准确。根据《旅游法》第二条及
《旅行社条例》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营者在境内从
事或组织到境外游览、度假、休闲等活动，招徕、组织、
接待旅游者，为旅游者提供相关旅游服务，即为经营
旅游业务，应依法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因此，车
友会、俱乐部、网站、QQ群、微信平台等网络平台的经
营者在自有平台内发布旅游信息、招徕、接待旅游者、
组织各种形式的旅游活动，其行为属于经营旅游业
务，应按照《旅游法》的要求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
证，并在相关网站或媒介平台的首页显著位置将旅游
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相关信息标明。

刘卫认为，根据《旅游法》第五十七条与第五十八
条的规定，上述网络经营者在经营旅游业务时还应当
与旅游者签订书面的《旅游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约
定旅行社、旅游者的基本信息、旅游行程安排、旅游服
务标准、违约责任、争议解决方式等相关内容。

未取得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擅自经营旅行社业
务，根据《旅游法》第九十五条规定，旅游主管部门或
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都有权力对相关经营者进行查
处，并可根据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应当注意的是，《旅
游法》第九十五条第一款虽然只规定了对未经许可经
营旅行社业务具有违法所得的情形进行处罚，但根据
《旅行社条例》第四十六条的规定，对于违法所得不足
10万元或者没有违法所得的，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工商
行政管理部门仍有权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因此，
旅游主管部门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处非法经营
旅行社业务的行为时，不以非法经营者是否获得违法
所得或盈利为标准，只要认定经营者的行为构成非法
经营旅行社业务即可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处罚。

BBS上报名泰国6日游

“空手套白狼”抢了旅行社饭碗

驴友网上报团有“法”管
“驴头”的资质和经验要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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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与咨询

●专业婚查取证找人88887977
●资深诚信陈律师15981981833
●高效婚查找人取证55007873
●婚查取证，定位找人53668802
●交通事故律师 18625773913
●婚查找人取证 13523053494
收购债权难事帮办 63210116
●公司商会律师 13598872990
要账专家 86169619
神速 18137889110
★诚信收账★
专业律师团队 15093366331
保密婚查专线 18736075371
《律师★清债》
诚信专业 13283818110 成付

■诚速要账■
成功收费 18538729110

★诚信收账★
疑难杂症 13939006684 成付

打击老赖 86563855
电话 15538156663
快速收账

专办工程款、个人借款等当天

见效，面向全国 13071022966
热线 15538250011
收账 15515555552
■职业要账■
现金买断欠条，专业队伍，

律师策划，老赖无处可藏，

诚信合法，找不到人勿扰，

全国办理热线：13598086574
■事成收费■
专业清债，收购债权，快速

合法，律师策划，找不到欠

款人勿扰，以专业为主，不承

办其他业务专线 15093301233

治赖 18539561966
专业团队清账
工程款个人欠款 13071023377
追账 15936277788
工商咨询

●注册各类公司 13526626508
●低价注册代账 13693719897
●低价注册增资 15937198373
●代办公司 15516941095
●免费快办公司 87533558
●QS生产许可●环评63910208
●投资金融资产专办63815722
●企标●QS证专办13783528942
●税务代理公司注册62003777
●免费注册公司 13253553330
●免费公司注册记账63569525
●免费快办公司 15515601328
●代理记账出口退税65771569
●专办投资公司、资产管理、

金融服务、价低 13140015678
●投资、资产管理专办55521233
●超低快办公司 15517559996
●专办咨询医疗器械资质，小

公司代理记帐 13592684668
●建筑劳务资质 13071018226

●免费注册公司代帐61350555
●免费注册公司 65251888
●工商注册王 13253362163
●投资金融服务资产管理专办

低快注册公司 13333869335
●金融服务投资专办66060656
●招标拍卖咨询 13592613936
●13838389446医疗器械工商

●低价记账·税务疑难·工商

注册·资质代办·65593711
●专业代理记账 13949145369
●7天快速注册15515501559√
公司快办★收购 65325833
●低价快办公司 15136237356
●代理公司记账 18037132755
●免费注册公司13071035003
“速办总承包”
房建■市政■公路■水利

机电■化工■矿山■电力

新申办专线：55058991
增项、升级专线：55058997
【总承包快办】
房建◆水利◆矿山 86099988
市政◆公路◆通信 86099088
机电◆消防◆电力 86099288
装饰幕墙◆智能化 86099688
承装●承修●承试 86172660
房地产●园林●物业86172662
14 年真诚服务！

●工商代办●
工商执照快办 86172660
大额增资快办 86172662
★工商世家★
十六年品牌●大额注册增资

房地产●房建●装饰●机电等

各类资质专办 15003821088
部厅●二升一
房建●机电●矿山 63838000
公路●钢构●装饰 63830333
市政●通信●电力 63617399
园林●水利●环保 63697099
14 年真诚服务！

财税咨询■策
划 65771569
全省资质专办
土建●装修●园林 53310629
水利●防腐●照明 53310628
市政●环保●送变电53310627
路桥●机电●钢结构53310626
矿山●门窗●电监会53310625
投资金融资产
注册开办运营指导 55815178
专办生产企业
环评资质工商 86560456

抵押贷款

●房车抵押当天放款60688896
银丰典当行

黄铂金钻石名表车辆房产按

揭房 66210936/39、67269860、
86085562/02、64608919

商标专利

●商标专利版权037155607110
●全国商标注册 4000017931
全国信用评级 40000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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