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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欢迎刊登 大河报 分类广告

汽车租赁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大河报广告中心
1.黄河路与姚寨路交叉口东南角天一大
厦1层132-5

65833911 65835001
2.郑州市城东路顺河路口南 20 米路东

66369622 66302345
3.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65796171 65796172
4.中原路与大学路交会处向北50米路东
（大学路40号）

67947825 67425030
5.郑州市黄河路与政七街交叉口东 100
米路南水利厅一楼商铺

65970450 65970445

转让

●万象城附近物业（酒店、餐

饮）整体转让13700888738
●纬五路空房转18339801668

●大学路700㎡火锅店56006729
●玉凤路福元路营业中饭店260
㎡接手可盈利15936277061
●低价转让开封市中心大型量

贩KTV15738851219
●400平快餐店转让纯一楼

生意稳定18695885957

●大药房转让18638217102
●盈利超市转让15713870697
美容院美发店15713870691

家政服务

●通下水粪池钻孔55933373
●保姆钟点做饭护理67715997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清化粪池88880256疏通钻孔

●和谐月嫂保姆护理66281072
●培训后保姆月嫂65930584

信息窗口

●厂存棉袜6角清13676905591

招商

●培训学校资质合作67180203
●德国西门子电梯招商：在各

市，县设立办事处，另找个人

经销商，项目合作15036008588
●秒到账POS机18603715350

●全峰快递加盟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13783595572
●信用项目招商15038015253

让饭店酒吧
●东风路正弘公寓360㎡饭店

低价转让15515610476
●未来路800㎡饭店15638511777
●大学北路饭店13333827065

出租招租

●陇海路兴华街5000平招金

融大型餐饮办公13137117888
●北二七路150㎡门店招租，

仟汇广场。姚经理13838295119
●漯河辽河路与舟山路向西

200米路南500到2200平方商

铺出租、转让15039555776
●餐厅窗口招商13949067912

●出租276㎡旺铺13014661026

房地产

●转中牟、团现房13598839827
●整院2640㎡售18137181911
●新郑工业园区土地、厂房出

售10亩、20亩、30亩均可，

证件齐全18903861869
●6800元/㎡，413㎡，郑大东门写

字楼低价出售18638708666

39亩空地租售
连霍高速洛阳东出口附近有

空地39亩，有国有土地证，水

电、路通，区位极佳，出租出

售合作均可。刘：18039966601
海南温泉房

醉氧之都海南白沙，山湖泉共

享，温泉入户，3680元/㎡起，

70年产权，毗邻高速高铁，

400-157-0809
豫港大厦出租
写字间优价出租，特推出特

价房十套66213000

求购求租

●郑州附近5000余亩山地寻找

合作伙伴18738165867
求租买整栋楼

2千-4万平18638119215

出租仓库厂院

●港区60亩厂院18790298366
●西四环厂仓院13938289158
●中牟厂房出租13213190932
●上街办公厂房13937922799

●7万㎡标准仓库招商：存储

酒水饮料食品、及各类商品

物资，提供配送、融资一站式

服务。地址：郑州市南三环中

部酒水食品商贸物流园（普洛

斯北邻）。电话：18037802777
●东明路仓库租13017669098
●大型仓库招租18703838997
●市郊工厂17亩有证租售

6500㎡可分租13603715983
●郑西8亩厂院13007618466
●北四环厂仓租13673661085
●杨金路工业园区独院仓库

招租13526567387
●厂房出租18638775686

●出租郑州高新区西北邻高

速口5亩厂院18703829978
●新密市80亩厂房水电气齐全

位置好可分租13938238820
●高新西三环厂仓13598899953
●出租厂院，家具产业聚集区

水电消防齐全，厂房一万平，

综合楼四千平价格面议。

18837116831 18837116832

写字间楼

●红专路写字间出租63393089

设计施工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效果图施工图 15838378057
●效果图施工图 13253679815

●装QS、GMP厂房包证63612933
●空间设计效果 13253437186

装修装饰

●品尚展柜厂18039110969张
●装修设计施工 15093327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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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受骗了，怎么还要跟着被罚？
聚焦游客参加“不合理低价游”将受罚三大疑问

核心提示 | 国家旅游局25日发布提示称，非法“不合理
低价游”的买卖双方均须承担法律责任。游客参加“不合理低
价游”也要受罚？此事引发公众质疑。

对此，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作出如此提示是因为
有些游客贪便宜选择低价游，反过来助长了不法企业。市场
监管下狠手，必须依靠游客配合。如果不配合，市场仍然无
序，没有改观的迹象。

那么，新规存在哪些普遍性疑问？在实际中能否落地？

上月底发布的《国家旅游
局关于打击组织“不合理低价
游”的意见》中列出了“旅行社
的旅游产品价格低于当地旅游
部门或旅游行业协会公布的诚
信旅游指导价30%以上”等5种
行为。记者采访旅游企业和基
层旅游管理部门发现，这样的
界定标准在实际中很难执行。

记者查询中国旅游协会等
部门搭建的“全国重点城市热
点旅游线路价格参考平台”发
现，从北京出发到哈尔滨及雪
乡5日旅游参考价格应在2000
元-3000元之间，但携程网上
一款类似产品最低报价仅为
1199元。按照界定标准，这款
旅游产品是否应该被认定为

“不合理低价”？携程网客服人
员表示，这个报价包含了正常

旅行费用，属于“纯玩0购物”行
程，不是低价游。

旅游业内人士认为，“全国
重点城市热点旅游线路价格参
考平台”的指导价与实际市场
存在脱节的情况。指导价里包
含的景点、交通等费用相对僵
化，并且很多价格都处于波动
状态，指导价的真正作用还不
大。记者了解到，除部分热点
旅游城市和线路外，目前，还有
不少地方并未出台指导价格，
公众没有判定价格是否合理的
依据。

业内人士认为，管理“不合
理低价游”是主管部门职责所
在，不该将责任转嫁到消费者
身上。连执法部门都难以界定
的“不合理低价游”，作为普通
的消费者，更没有能力去判定。

“不合理低价游”如何界定？

国家旅游局的提示中称，游
客与经营者签订虚假合同，一方
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另一方面，
一旦被查获，不仅不能获得赔偿，
还将受到处理。国家旅游局正在
研究制定相关的处理办法。

记者采访发现，不少游客和
业内人士认为，游客在签订合同
时，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明真
相。已经被坑害但还要被追责，
这让很多人想不通。

如何鉴别虚假合同？河南康
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主管
段玉东介绍，国家旅游局和工商

总局都有规范的旅游合同文本，
合同中对于费用、行程等都有十
分详细的规定。一般来说，消费
者和旅行社签订这类正式的合同
都不会存在虚假、欺骗问题。

据介绍，目前行业的虚假合
同行为，主要是旅行社跳过国家
标准合同文本而私下签订合同的
行为，这类合同就是虚假合同，其
随意性大，消费者维权困难。业
内人士表示，在一些一日游、短途
游中，虚假合同依然存在，消费者
往往难以鉴别。

在旅游企业工作多年的黄龄

说，“虚假合同”已经成为行业内
的潜规则，游客在旅行社购买服
务时签订的是正常价格、不含购
物的旅行团，而在旅游过程中，导
游常以劝导、胁迫等多种方式促
使游客签订另一份购物合同。“导
游从旅行社接团的时候是要交人
头费的，所以就要想尽办法让游
客签订购物合同。”

“对于这种合同应该严加惩
处，但不能‘一刀切’地认为就是
消费者明知虚假合同仍签订，多
数消费者对旅游行业并不了解。”
段玉东说。

“虚假合同”如何鉴别？

广东财经大学旅游管理与规
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伟强分析认
为，“不合理低价游”出现的根本
原因，一方面是旅游市场长期病
态发展，导游群体地位不高、收入
不稳；另一方面是同质化现象严
重，靠低价恶性竞争。

记者查阅相关法律条例发
现，我国对惩处不合理旅游行为
早有明确规定。然而，基层旅游
执法人员表示，由于实际追责过

程中存在诸多困难，现有的法律
法规并没有发挥出预期作用。

山东大学管理学院教授王德
刚表示，在抵制低价游和负团费
的行为中，消费者确实有义务参
与，但旅游部门是否有权力对消
费者进行惩处需要考量。

多位专家表示，在很多低价
游中，消费者的利益和人格尊严
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如果再追究
其法律责任不合情理。还有专家

认为，在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情
形下，把“板子”打到游客身上，似
乎有监管错位的倾向。

专家普遍认为，整治旅游乱
象应该提升旅游市场价格透明
度，为游客购买服务时提供选择
的可能性。张伟强说，当务之急
是强化地方旅游部门的信息采集
与发布能力，通过大数据分析给
出一定区间的合理价格，让游客
更充分了解信息。 据新华社

解决低价游之患靠什么？

疑问一：

疑问二：

疑问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