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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法实施

震荡旅游业

去年10月1日， 新的

《旅游法》实施生效，其中

禁止指定购物和自费项目

的规定, 对旅行社带来了

极大影响与震动。 多名旅

行社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购物提成取消后, 旅行社

为保利润, 线路报价普遍

上涨,导致发团量骤减。

此前与旅行社前有分

成合同的购物点也纷纷倒

闭， 商报曾在新法实施两

个月后探访购物点， 发现

九黄线的大小购物点，近

一半已关门； 乐峨线上的

购物点生意惨淡，当时，名

为“景龙珠宝”的购物店

总经理许红卫说,“没想到

《旅游法》冲击这么大,从

10月1日到现在,一单生意

都没做成。”

据中国之声《央广夜新闻》报

道，十一长假即将来临，多家知名景

区宣布上调门票价格，5A级景区平

均票价迈入“百元时代”。景区门票

涨价，是市场规律使然还是门票经济

依赖？ 法律严控为何抵挡不住景区

“拔毛”？记者据此进行了调查。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

中心在2013年5月9日发布的《2013

年我国4A、5A级旅游景区门票价格

分析报告》，截至2013年2月底，我国

153家(国家旅游局网站显示，目前全

国5A级景区共有171个)5A级景区的

平均门票价格为109元。到目前为止，

我国5A景区门票的平均价格应该早

已超过了这一水平。

经济视角

涨价主要原因：

投资主体改变

据了解，我国对旅游景区门票价

格有着严格标准和程序，而且必须经

当地发改委审批。洛阳市旅游发展改

革委员会副主任孙小锋在接受采访

时说：“旅游景区， 有一部分资源还

属于公共资源，价格制定上还在发改

委管控着。一般都是景区打报告，属

于哪一类景区打到哪一级发改委，由

发改委研究决定。”

2007年，国家发改委曾专门下发

通知，规定“旅游景区门票价格调整

频次不低于3年”， 然而之后很快国

内各大景区似乎就落入了一个“3年

必涨”的怪圈。孙小锋表示，除了国

家政策规定的涨价时限等客观原因

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近年来国内

众多旅游景区投资主体发生变化：

“咱们国家旅游门票不断上涨，

与各地对旅游景区的投资较大有关，

第二， 民营企业对旅游投入比较大，

它投入进来势必要通过门票把投入

赚回来，这也是近几年旅游发展的趋

势，高投入、高价格！”

法律视角

地方执行层面

应尊重旅游法

对于“门票价格该不该涨”的问

题，旅游行业资深专家、北京联合大

学教授刘德谦表示，涨价也不是没有

原因的，但是应不应该涨、涨多少，涨

得是不是合情合理合法，就是值得讨

论的。现在出现的景区涨价潮，反映

了不少地方的懒政、不作为，在前几

年我们没有旅游法，但是2013年10月

1日就正式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旅游法》，《旅游法》 的第四十三条

明确规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在景区

的门票等，实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

导价，严格控制价格上涨，收费或提

高价格的应当举行听证会，征求旅游

者、经营者和相关方面的意见，认证

其必要性、可行性。刘德谦还强调了

地方政府在执行层面，应当更加尊重

《旅游法》。

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国庆黄金周临近，不少上班族已经忙着预订宾馆、车票，

规划行程，准备利用难得的长假，好好放松几天。但之前国内

每逢黄金周屡屡出现的人堵、车堵、心堵，让人们在期待假期

之余，心头又少不了一丝对“三重堵”的阴影。面对这些阴

影，我们真的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黄金周屡屡被熬成“黄金粥”，不是“人太多”这一个原

因就能解释过去，这其实是旅游市场日常“短板”的集中反

映，更是长期管理手段单一、管理理念滞后的大爆发，源头是

现有假日制度的安排无法使旅游市场需求和供给达到平衡。

因此，根治黄金周拥堵顽疾，需要标本兼治。所谓治标，

就是各级旅游、交通等服务部门应未雨绸缪，在具体操作层

面，依靠更细化的服务举措进行科学疏导和服务。例如，针对

一些热门景区和热门路线， 在移动互联终端实时发布信息，

提前引导人流、车流，同时根据景区的负荷情况及时控制流

量，避免游客盲目扎堆前往。就地方政府和各级假日管理部

门来说， 早已制定的假期应急预案也不能成为一张故纸，而

应根据不断变换的情况进行调整。

所谓治本，就是要利用政府之手，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科

学规划带薪休假等制度的落实，让旅游市场的需求和供给能

够实现均衡匹配。当前，“假日办”已经升级、扩容，从公众对

这个机构调整的高关注度中，我们不难看出，群众对政府职

能转变和改革深化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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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黄金周即将到来， 景区门

票涨价，酒店价格也在飙升。一份

来自旅游网站的报告显示，黄金周

期间酒店平均涨价约3成左右，一

些平日游客较少的旅游城市，部分

酒店价格上涨甚至超过200%。记者

了解到，国庆期间，除了北上广深

等一线热门目的地， 像九寨沟、丽

江、拉萨等城市的部分酒店预订率

也已超九成。

预定量是平日2.5至3倍

今年黄金周的酒店价格及预订

情况如何，哪些城市酒店一房难求，

哪些类型的酒店最受欢迎， 记者就

此问题采访了在线旅游网站同程旅

游网。

同程旅游酒店部负责人介绍，

黄金周期间酒店平均涨价约3成左

右，一些旅游热门城市，部分酒店

价格上涨甚至超过200%。来自同程

旅游的数据显示， 酒店预订量居于

前列的十大热门城市为： 上海、北

京、杭州、南京、西安、苏州、重庆、

成都、武汉、青岛。

同程旅游酒店事业部预订数据

显示，黄金周期间酒店预订数量是平

日的2.5至3倍，很多城市酒店一房难

求。 不仅北上广等一线热门目的地，

像九寨沟、丽江、拉萨等城市，部分酒

店预订率也已超九成。

经济型连锁酒店受欢迎

酒店类型选择上，价格还是影响

游客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价格集中

在250-300元的经济型酒店预订量最

高，订单量占比48%。一些全国知名的

连锁品牌如7天、莫泰、如家、汉庭等

最受游客欢迎。一般游客认为，知名

的连锁酒店在价格亲民的前提下，卫

生及服务质量也相对较有保证。

除此外，酒店的位置也是影响游

客选择的重要因素， 一些交通方便，

位置靠近风景区和商业区，或者机场

和火车站的酒店明显更受欢迎。

度假型酒店预订火爆

随着出游的个性化需求加强，许

多度假型的酒店备受白领和中产家庭

的青睐， 黄金周期间的预订也异常火

爆，预订率均超过八成。同程旅游根据

酒店预订量、网上人气、浏览量得出的

统计数据， 黄金周最热门十大度假酒

店为：北京饭店(五星级)、重庆贝迪颐

园温泉度假酒店(五星级)、杭州西湖金

座大酒店(高档型)、三亚亚龙湾红树林

度假酒店(五星级)、成都牧山·沁园会

议度假酒店(豪华型)、大连发现王国度

假酒店(舒适型)、北京南宫温泉度假酒

店(五星级)、青岛武胜关度假酒店(高

档型)、苏州乐园度假酒店(三星级)、厦

门海景千禧大酒店(四星级)。

国庆长假越来越近，2014成都购物节也将

掀起新一波高潮。明日起（9月23日），本届成

都购物节的六大主题周活动———外国商品消

费周将拉开帷幕，提前预热“十一”黄金周消

费热潮。

而国庆期间，成都购物节的精彩活动更是

接连不断，东郊记忆将举办动漫购物节、创意

集市， 让消费者感受年轻动感的消费体验；世

纪城新会展中心，10月2日起将举行第十四届

成都家博会，大品牌家具工厂直销2折起，旅游

基金“省”出来……“十一”长假乐购成都，尽

在2014成都购物节。

2折起买家具 成都家博会省万元

国庆长假是市民畅享购物的好时节。2014

成都购物节的亮点活动———第十四届成都家

博会就推出“四处省钱”计划，省去卖场豪华

装修、大型仓储、长途运输和经销商利润四大

环节，10月2日—6日，到世纪城新会展中心，全

友、帝标、先驱、依丽兰等众多品牌汇聚，工厂

直销，2折起的特惠价，让市民从买家具、家电

中省出钱来过长假。

据主办方介绍，木牛家具的木质客厅五件

套，含沙发、长茶几、短茶几，风格典雅高端，原

价22800元，家博会上只卖9900元，省12900元；

美伦家具实木卧房五件套，原价16100元，家博

会特价7980元，省8120元。市民还可以在成都

家博会上，以1980元的低价买走美迪尚居原价

3460元的大床，省下近1500元。

此外， 成都家博会上还有众多超值的 “秒

杀”家具。消费者350元就能抢到原价1180元

的大餐桌，200元就能抱回精美梳妆台； 原价

18303元的楚盛缅甸楠木大床， 只需5888元就

能抱回家，每天有5张。

天凉装地暖“一站式”服务更贴心

秋意渐浓，成都又将进入湿冷季节了，不少

市民需要改换家装温暖过冬。 成都家博会上，参

展企业提前打出“温暖牌”，美的、格力等家电品

牌纷纷推出暖气、地暖产品，助市民温暖过冬。

南虹将在成都家博会上推出 “老房装暖

气，南虹温暖你的家”大型主题活动，市民在

家博会上购买南虹任何地暖套装，即可享受给

力的优惠让利，地暖套装总价16366元起，还有

更多组合套餐任市民挑选。此外，南虹还为购

买地暖套装的市民提供免费咨询、设计、测量

等“一站式”服务。

温暖过冬，不只是给老房装地暖，还可以

换一套给力的空调。格力空调在成都家博会上

“大放价”，原价6999元的风管机，直降千元，

美的1P冷暖挂机空调，特价1899元，大2P变频

柜机特价4999元，更多空调产品尽在成都家博

会，让消费者家里“无三九，无三伏”。

在成都“买万国”

外国商品消费周明日开启

长假不能出国游的市民不用遗憾，明日起

（9月23日），2014成都购物节的六大主题周之

一--外国商品消费周就将亮相蓉城， 市民不

出家门就能“买万国”。届时，乐天百货、尚泰

百货、伊势丹、IFS、来福士、家乐福等商场卖场

都将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市民体验原汁原

味的外国风情。

即日起至10月2日，IFS的“GREAT超市”

和来福士“TREAT特色汇”将举行韩国食品

节，韩国的清酒、泡菜、饼干、柚子茶、果汁、辣

椒酱……多种美味低至3.5元。 家乐福的亚洲

美食节囊括了来自韩国、越南、泰国、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等亚洲各地的美食，让即将开启

长假模式的蓉城消费者大饱口福。

活动期间，来福士“TREAT特色汇”还有

“猜价格，赢大奖”活动，活动期间在TREAT

购物（金额不限）即可参与。消费者持购物小

票在服务台领取竞猜券， 为指定商品估价，并

写在竞猜券上，投入指定抽奖箱，就有机会赢

取2000元购物卡大奖。GREAT超市也为消费

者准备了“刮刮卡”，单次购物满128元即可获

得刮刮卡一张，满256元获得两张，以此类推，

每张小票最多可获3张刮刮卡， 消费者刮开抽

奖卡，就有机会赢取1000元购物卡。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成都购物节国庆“惠”发力

2折起买家具逛家博会有望省万元

黄金周

何时能够

说走就走

再过9天， 国庆黄金周大幕即将开

启，《旅游法》 也已实施近一年时间，时

至今日， 省内曾经购物点较为集中的九

黄线、乐峨线早已不复当年“繁华”，大

批购物点关闭， 对于生存下来的也转变

了经营方式，但仍举步维艰。

去年遭受新法冲击的导游们，一部分

选择坚持，但有些人收入降低被迫离开。

乐峨线

省内游“第一站”

去年存货没卖完

一直以来， 四川省内购物点多集中

于九黄、乐峨线，两条线路吸引着大批境

内外游客，九黄线行程长，途经地点景点

多，购物点多。乐峨线则主要分布在高速

公路附近，很多旅行团从成都出发，还没

出主城区就会来到这家帝宝丝绸馆。

帝宝丝绸馆曾是省内游线路的著名

购物点之一。 无论是深圳海外国际旅行

社的九寨黄龙双飞八日游线路， 还是河

南国际旅行社的锦里乐山双飞四天团，

甚至从美国出发的某海外旅行社也将其

列入了川渝游的首个购物场所。

昨日， 记者来到了位于南三环附近

的省内游“第一站”帝宝丝绸馆，同去年

的繁华相比，正门上方的“帝宝丝绸”招

牌已经掉落， 这个巨大的建筑已破旧不

堪。走进馆内，显得很是冷清，该店负责

人那娜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从事这一

行近10年，已经经营十分困难了，现在算

是旺季， 每年大约有不到10队客人前

来，购买东西的也很少，如今店内

去年的存货都还没卖完。

那娜说，过去店内聘用人员基

本在40至60人，这一年店内基本维

持在20至30人的规模，“看国庆这

个旺季情况怎样， 再这样的话，到

年底就会关门。”那娜说，她并没

有打算再继续做这行，可能要回家

休息一段，再考虑做点其他事情。

九黄线

向卖水卖饭转型

主要针对自驾游

时过一年，九黄线的购物店“繁华”

不再， 据一个九黄线从事20年旅游行业

的购物店负责人介绍， 过去九黄线上购

物店约有50至60家， 规模较大的不到10

家，现在所剩不过两三家。

他自己介绍，现在经营的购物店，接待

的客人都要按照法规要求签订协议，在游客

允许下进店，只能自愿消费或不消费。这名

负责人感叹，今年他的生意非常差，一则是

整个环境不太好， 另外游客消费变理性了，

肯在景区花钱购物的比以前少。

这名负责人告诉记者， 店里面现在

不单单出售药材、牛肉等，而是试着增加

卖一些当地的土特产。此外，还增加了过

路吃盒饭、中餐、出售矿泉水、香烟等，他

们面对越来越多的自驾游游客， 让他们

可以在这里休息， 如果有意愿可以购买

一些商品。“一些生存下来还在支撑的

店子，很多都在这样尝试转型，很多改成

了旅游综合服务区。”

乐峨线也类似如此，据一个经营珠宝

首饰店面的经理说，乐峨线的购物点可以

说基本都消失了， 只有我们还在坚持，但

也不是一个单纯购物的场所，游客在这里

可以买方便面、买水果、也可以休息。

导游收入大幅降低

两口子改行开餐馆

《旅游法》实施前，带过购物团的导

游们总结， 每带一次购物团就是一次赌

博，人头费、保证金，让很多导游有苦难

说。一年时间，很多导游向成都商报记者

承认，行业的确更规范了，但一些导游也

觉得导游收入降低了。

小李干了近7年导游，让游客都签订

“购物补充协议”，给她的工作带来了更

多的负担，而因消费、购物带来的提成大

幅减少，她的收入也随之降低。

今年上半年，小李带了几个团，也感觉

付出与收入不成正比，她选择了暂时退出，

“身边很多人都不干导游了，和我关系不错

的大概有六、七个人都不干了。”小李说，有

些是新导游，一个月才2000至3000多元，虽

然能到处走走，但是很辛苦，决定退出。

“还有很多去汽车店、房地产商那里

当销售了，毕竟导游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

能力比较强。”小李说，还有朋友两口子

都是导游的，干脆一起转行开了餐馆。

成都商报讯（王定全 记者 赵素冰）

“尤其是晚上，广场上违章停放的车辆特

别多。” 双流机场高速相关负责人表示，

部分接送旅客的车辆为了逃避机场的停

车收费，在过收费站后，将车辆停放在机

场高速公路收费站右侧等候。

按照规定，在这里违法停车30秒以上

就将面临100元的罚款和扣减3分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这种现象在夜晚

尤为突出，据收费站工作人员描述，最多时

整个广场停放车辆甚至达到50多辆。 有些

时候， 有的车主将车辆并排停放成2列，有

时占用3条车道，排成长龙，这种趋势近来

越来越严重。不仅扰乱了机场周边的交通，

而且也给过往车辆行车安全带来隐患。

根据机场的收费公示显示， 机场内

停车场按照规定收费，起价4元每小时，1

小时后每半小时2元，相对于城区停车收

费标准，起价比三类区域还低了两元，很

多车主来机场接人， 一般都能在一到两

个小时之内解决。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机场高速公

路公司获悉，机场高速公路收费广场4套

违停抓拍系统已于18日安装调试完成，

预计国庆前开通。

为治理违法停车和乱扔杂物等行为，

成都机场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会同成都市交

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 双流县公安交警部

门，采取增设警示锥、拉警示带，安装提示

牌、组织力量开展专项整治等措施，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道路交通安全和环境卫生。

“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根治乱停乱

放，抓拍系统即将上岗。”机场高速相关

负责人透露，目前，收费站广场进机场方

向10公里20米和10公里40米处共安装了4

套违停抓拍系统，已经完成调试，将全天

候24小时抓拍在收费广场违法停放的车

辆，预计将在国庆节前正式投入使用。届

时， 在广场停放30秒将被处以100元罚

款，记3分的处罚。

为躲几元停车费 机场门口车打堆

给安全带来隐患 4套抓拍系统预计国庆前开通

九寨沟 每天限人4.1万

国庆是九寨沟的旅游旺季，而就在

去年国庆长假的第二天，

4

万多名游客

使得九寨沟承受了巨大的负荷，特别是

团队客与散客的比例颠倒，让措手不及

的景区乱成了一锅粥，造成数以千计的

游客滞留景区到半夜。 九寨沟已发公

告，超过日接待

4.1

万人就停售门票。

额济纳旗 汽车差点开不动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金色的胡杨

林成为了吸引全国游客蜂拥的亮点。去

年国庆期间， 每天都有数万人进入额济

纳旗，到

10

月

2

日晚上，千辆汽车拥堵在

小镇上，难以“挪步”，数小时才走几公里。

丽江 游客找不到一张床

去年国庆期间曾带自驾团队去丽江

旅游的向先生告诉记者， 当时不仅出入

丽江的各种交通工具都喊爆满， 而且客

栈林立的丽江居然让成千上万的游客找

不到属于自己的一张床。

泸沽湖 不预订可能没法住宿

泸沽湖以母系氏族遗风民俗为亮

点，根据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的

消息， 国庆在泸沽湖如果没有预订宾

馆，几乎难以找到住宿。

三亚 飞机票一票难求

重庆渝途国旅总经理王胜提醒游

客要抓紧预订机票，否则到时只能通过

广州等地中转前往。据悉，不少在海南

买房的重庆人已准备到海南去过节了。

张家界 1800台大巴团团转

去年

10

月

1

日至

7

日，约

1800

台旅游

大巴围着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名胜区“团

团转”。据了解，虽然张家界景区容量很

大，但一些核心景区依然人满为患。

故宫 三大殿看不到地

北京故宫逢年过节都很拥挤，去年

国庆，该景区的日均游客接待量高达

17

万人次左右，有游客说，放眼看去，售票

窗口前排着蜿蜒的长队，三大殿所在的

故宫中轴线上， 游客多得看不到地面，

广播里则不间断地播放着寻人启事。

鼓浪屿 走一公里花几小时

去年

10

月

3

日，福建厦门鼓浪屿的

单日最高接待量达

9.3

万人次， 在这个

不大的岛屿上，人头攒动，数以万计的

游客走上

1

公里路程竟要花几小时。

稻城亚丁 每天也要限制人数

位于四川甘孜州的稻城亚丁，该景

区管理局今年发布了十一期间对客流

限制的通知，

1

日到

7

日，每天限

5000

多

人进入景区。 据新华网

全国最拥挤景区预告

徐霞客

也得变宅男

多

1

3

2

4

5

6

7

8

9

法律难挡景区拔毛

票价陷3年必涨怪圈

酒店均价涨3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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