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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多元青岛3日游，游客享受啥待遇？

低价旅游：“馅饼”诱人陷阱难防

□记者 王建芳

一路美景，加上惬意的心情，这本应
是每个人心中理想的旅游状态，而有一
次舒心的旅行近来却变得不那么容易。
近年来，各地曝出不少旅游业乱象：有黑
导游将游客带到居庸关，称这就是八达
岭；游客因没有进自费景点被“甩客”；导
游和游客互殴……此外，强迫游客购物

消费、不合理低价组团、虚假宣传诱骗消
费者等时有发生。层出不穷的事件表
明，“低价团”、“零团费”甚至“负团费”与
这些乱象紧密相连。旅游业到底怎么
了？那些眼花缭乱的“低价团”背后，到
底有多少“馅饼”，又有多少“陷阱”呢？
对于旅游业乱象，该如何治理？

投诉：
300多元游青岛=半夜

独坐服务区+100多人拼公交

消费者宋女士说，8 月 7 日，他
们两家人共 4个大人两个孩子，参加
了中州旅行社中牟县营业部组织的
青岛 3 日游，因为是暑假，对方给出
的价格非常便宜，大人 300 多元一
人，小孩才 200 多元一人。但是从 7
日晚上开始坐上大巴起，宋女士说
他们就开始了一场噩梦之旅。

“说好的头天晚上坐大巴去青
岛，可是没想到次日凌晨零点到 4
点期间，大巴车停在了高速服务
区，说是交管部门要强制司机休
息，不能前行了。于是，我们这些
游客就被扔在了服务区，没有空
调、没有床铺，蚊子又多，孩子们乱
哭，大人也困得不行，只能蹲在地
上，整个夜晚不堪回首。”宋女士
说。

宋女士说，噩梦还不止这些。
好不容易到了青岛，正当大家充满
期待准备去景区游览时，导游竟然
让大家改乘公交车去景区，原因好
像是付给大巴车的费用不够了。

“我们这个团 70 多人，与另外一个
50 多人的团拼一辆公交车。车上
有 100 多人，公交车司机也不开空
调，大人浑身是汗像蒸桑拿，孩子
们被挤得‘哇哇’直哭。”

宋女士还反映，整个旅途的行
程安排也非常不合理，比如下海玩
的时间竟然安排到了上午 11 点到
下午 3 点间，这段时间正是最热的
时候，他们下海一个多小时就被晒
得受不了了，身体发红灼热。“去青
岛海洋馆的时候也是人山人海，我
当时都不敢回头，生怕发生踩踏事
故。我认为，这些场所应该有安全
意识，控制人流总量的。”

虽然旅行质量不怎么样，但是
他们几个人没少花钱。据宋女士
说，中间，他们进购物点，加上吃饭
等开支，每人大概花了 1500 元。宋
女士说：“这样算来，还不如自驾
呢，真是受罪又花钱。回来我就倒
头大睡，目前，我们需要休养一下，
再到旅行社去讨说法。”

现象：
“低价团”状况不断，省

消协发布相关消费提醒

桂林/漓江/阳朔经典特价双卧 5
日游 899 元，泰国超值五星 5 晚 7 日游
1999 元，云南双飞 5 日游 1299 元……
进入暑假，随着学生出游人数的增
多，多家旅行社都推出了“特价团”和

“低价团”，尤其是在一些县城，一些
旅行社甚至打出了 600 多元游港澳的
广告。

这些“低价团”的质量如何？除
了上述宋女士的遭遇外，我们再来看
一下焦作李先生的遭遇。去年，不常
外出旅游的李先生参加了一次低价
港澳双卧 7 日游，团费只需 500 元。

“当时，我们参加的是一个网站的开
业活动，他们说原本团费是每人 3000
多元的，因为是网站开业做活动，一
个人只需要 500 元，其他费用由网站
和赞助商提供。”

虽然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但这次经历还是让李先生“开了眼
界”。李先生说，他们刚到香港马上
就去了一个手表店，买好东西才开始
看景点。在随后的几天里，相机店、
首饰店都成了必逛的地方。“一般来
说，进了店至少都要待两三个小时，
店铺的电动门关着，还有人把门，游
客买过东西后才会被放行。”

“一开始，导游的态度很好，后来发
现团里有人不买东西，她就 180 度大
变脸，说什么‘你还不掏钱’、‘手抱着
干什么’、‘你们白吃白喝吗’……这样
的话从导游嘴里冒出来十分难听。”
就这样，本来不打算买东西的李先生，
最后在导游的各种安排下，竟然买了
彩金、玉石、手表等近万元的东西，“现
在，感觉这些东西一是不值那么多钱，
二是没有什么用处，亏大了。总之，以
后我是不会报名参加这种‘低价团’
了。”

“香港导游骂内地游客购物少是
不要脸”、“香港导游因购物少与内地
游客推搡”，以及“云南女导游嫌购物
少大骂游客，要求购买黄龙玉”等恶
性事件的爆发，让人觉得，旅游给人
的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路美景和好
心情的代名词，而是与强迫消费、购
物陷阱等联系在了一起。

纵观这些旅游恶性事件的背后，
都是与观光购物团、“低价团”等因
素紧密相连。8 月 10 日，针对日益增
多的旅游消费投诉，省消协发布了
相关旅游消费提示，特别提醒广大
消 费 者 要 警 惕“ 低 价 团 ”和“ 购 物
团”，世界上没有赔本的买卖，低于
市场价的旅行团后面不是降低旅游
质量，就是暗藏购物陷阱。所以，游
客在跟随这些“低价团”时，要谨慎
购物，注重鉴别物品质量和价格，防
止被欺诈，购物时应要求商家开具
发票，并标明购买商品名称、数量、
单价，旅游者收到发票后要仔细核
实清楚，同时不建议旅游者购买价
格昂贵的珠宝首饰等。

剖析：
“低价团”、“零团费”、

“负团费”导游逼游客“出血”

“导游骂游客”，在网上搜索一下
这几个字，很容易找到各地游客受辱
事件。显然，每一起导游骂人事件，
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强制消费，而
强制购物又总是与“低价团”紧密相
连。理论上讲，导游应当有基本工
资、补助和基本福利。但从导游界
得到的信息是，现在绝大部分导游
都是拿计时工资，没有底薪，也没有
保险，带不到团就吃不上饭。 90％
以上的导游没有基本工资，只有约
半数有带团补贴，绝大部分都仰仗
游客消费。而对于“低价团”来说，
导游的收入所得绝大多数来自游客
购物的提成，甚至有时还要向旅行社
交人头费。

如此一来，导游采取各种手段蛊
惑乃至强迫游客消费，也就是不难理
解的事了。据云南导游骂人事件的
当事导游陈春艳说，自己所带的团是

“低价团”，合同上签的就是旅游购物
团。只有游客购物消费了，自己才能
拿得到带团的酬劳。“我按合同要带
游客进几个购物店。这引起了部分
游客的不满，说导游黑心。”

其实也不难理解，旅游市场上低
价游产品层出不穷，有些旅行社打出

“1 元游”、“0 元游”招牌吸引游客，他
们靠什么赢利？羊毛出在羊身上。
旅行社的利润肯定是来自抽取游客
消费的佣金或者二次收费。

河南中豫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峰
杰认为，导游骂人、强迫购物等自然
应当受到严惩，但每次出事后仅仅对
当事导游和旅行社进行处罚，实属治
标不治本。大家担心的是，止于处罚
导游和旅行社的处理，不能铲除强制
购物等旅游乱象生存的土壤，无序竞
争下的“低价团”甚至“零负团”等违
背市场规律的现象依然会存在。

刘峰杰认为，要彻底改变目前导
游逼游客“出血”的现状，相关职能部
门应该在规范旅游价格上有所作为，
采取强力措施，打击业界流行已久的

“零团费”、“负团费”等现象，才能改
变这种畸形的市场秩序。“当然，游客
也得提高警惕，积极维权。在市场规
则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那些希
望出低价甚至不出钱享受高品质旅
游的消费者，应该多想想自己将要面
临的风险。”

措施：
我省拟修订旅游条例，以

保障游客权益，提高旅游质量

一切合法权益的实现都必须靠法律
来保障。不久前，《河南省旅游条例（修订
草案）》提交河南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据了解，此次修订草案
中不仅专设了“旅游者权利和义务”章节，
明确规定旅游者有权拒绝强制交易、知悉
购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等内
容，而且还特别规定了旅行社应支付导游
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动报酬、交
纳社会保险。业内人士分析称，此举是为
了减少“负团费”和“恶导游”现象。

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王新民说，旅游业属于涉及范围广、消
耗资源低、带动系数大、创造就业多、综合
效益好的服务型产业，对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具有重要作用。2007 年，我省实施了

《河南省旅游条例》，对于保护和合理利用
旅游资源，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促进旅游
业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旅游业发展也出现
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旅游综合
管理体制不协调、执法力量薄弱、旅游资
源开发无序、游客投诉得不到及时处理
等，亟须修改相关法规加以规范。

据了解，此次修订草案专门增加一章
作为第四章“旅游者的权利和义务”，就是
要加大保护旅游者合法权益的力度。王
新民说，旅游者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
保障，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能否得
到及时救济，直接关系到河南旅游强省建
设和政府的公信力，所以修订草案以保障
旅游者合法权益为主线，详细规定了旅游
者的自主选择权、拒绝强制交易权、知悉
真情权、要求履约权等基本权利，还明确
了旅游者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旅游
经营者发生争议时的救济途径。

对修订草案中特别添加的“旅行社应
支付导游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劳
动报酬，交纳社会保险”这一规定，河南某
旅行杂志社资深编辑李阳告诉记者，此举
有助于减少“负团费”和“恶导游”现象的
发生。

李阳说：“恶导游之所以会出现，是因
为旅行社不支付导游工资，或者只支付微
薄的工资，以至于导游无法维持基本生
活，所以其才会为了多挣钱多拿提成，从
而迫使游客购物，游客若不购物导游就口
出恶语或者谩骂殴打等。如果导游的基
本收入能得到保证，那么恶导游现象肯定
会减少。”

●省消协：警惕“低价团”和购物陷阱
●《河南省旅游条例》正酝酿修改，或将

增加“旅游者权利”专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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