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国整顿“零团费”
成都多家旅行社停止赴泰游

部分旅行社将提价销售，人均价格或上涨300~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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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系统的购物店已经取
消了对地接社和导游的返点、
回扣，这直接影响了地接社和
导游的利润。

不少旅行社表示，目前已
经接到了泰国地接社的提价
要求，支撑地接社利润的购物
店如果取消了返点，地接社的
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

这样的调整对整个行业
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收入
有了保障，市场回归了理性。
忧的是价格上涨可能会流失
一些客人。

2016年9月6日
星期二

在一些基础配套设施不太完善
的区域，小地摊的存在还是受到部分
居民默许。然而，道路摊点给市民带
来购物便捷的同时，也带来了“脏乱
差”的弊端。为此，彭州市城乡管理局
探索出了一种分类管理、精细管理市
容秩序的模式，一种管理与服务并重
的模式，一种可以实现双方共赢的模
式——市容秩序疏堵结合点，努力让
市民在城市管理中感受到“温度”。成
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8月30日正式
投入使用的南部新城临时农贸市场
运营良好，获得各方的点赞。据介绍，
这是彭州市继天彭中学临时市场建
设投入使用后，又一个利用国有闲置
土地建设临时农贸市场以及“疏堵结
合点”的成功范例。

“路边摊”好与坏

彭州南部新城过去没有规范的

农贸市场，对周边5万多住户的日常生
活造成了一定影响。于是，“路边摊”就
应运而生了。附近的农民开始扁担挑、
三轮车运各种新鲜蔬菜及水果到小区
门口、主要道路进行兜售。香颂苑周
边、环湖路一段等区域流商开始大量
聚集，市容秩序、环境卫生、噪音污染、
交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凸显，周围住
户享受便宜同时又怨声载道。

“路边摊”解决了部分社会困难
群体的谋生问题，一定程度上方便了
附近居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是因
侵占城市道路，无序违规经营，引发
食品安全、交通阻塞、秩序混乱、环境
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影响了城市的整
体形象。从今年4月起，彭州市城管局
加大了对香颂苑周边市容秩序的维
护力度，在道路两旁设置临时占道点
位，加密对街道的清扫力度，市容秩
序、环境卫生有所改观，但根本问题
还没有解决，南部新城亟需一个规范

的农贸市场。如何彻底解决“路边
摊”，彭州市城管局进行了更深层次
的思考。

亮点：帮小贩找个摊位
管理与服务并重

针对这一日益突出的问题，彭州
市城管局先后与致和镇政府、清灵社
区居委会、香颂苑小区管委会协商方
法，多次召开商家代表、居民代表座
谈会，广泛听取各方的意见，并汇总
意见上报彭州市政府。彭州市政府高
度重视这一民生问题，组织城管、国
土、规建、经信投促、市场和质量监管
等部门和致和镇、工投公司，就利用
国有闲置土地建设农贸市场工作进
行专题研究，决定7月中旬将在南部
新城香颂苑南侧闲置地块建设临时
农贸市场，从根本上解决南部新城普
遍存在的“占道经营”等问题。

8月30日，南部新城临时农贸市
场正式投入运营，该市场设置了蔬
菜、水果、干杂、水产、肉类以及农户
自产自销交易区，面积达3500余平方
米，固定摊位206个，农户自产自销摊
位100余个。该市场投入使用后，结束
了南部新城没有规范的农贸市场的
历史，同时兼顾了民生，规范了管理，
也给摊贩找了个“摊位”。据彭州市城
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这已是第二次
采取相同措施解决以前看似无法调
和的问题，上一次是天彭中学的“路
边摊”。下一步，彭州市城管局将协调
相关方加大市场管理力度，特别是对
农户自产自销入市提供相应保障，同
时加大对游商查处力度，与致和镇配
合共同引导南部新城香颂苑周边流
动商贩的入市经营，努力营造清洁有
序的市容环境。

宋真明 王锐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摄影报道

破解马路市场整治难题
彭州城管推出管理与服务并重的工作新模式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6242期 排
列3中奖号码：752，全

国中奖注数9878注，每注奖额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75261，全国中
奖注数121注，每注奖额10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6104期开奖结果：前区01、20、
22、23、30 后区 06、07。一等奖3
注，每注奖金10000000元，追加0
注；二等奖46注，每注奖金196336
元，追加13注，每注奖金11780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6242期开奖结果：

395，单选112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
选6，2301注，单注奖金173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6104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码：09.27.26.22.02.07.18，特别号
码：19。一等奖 2 注，单注奖金
1795923元，其中：复式投注0注，单
注奖金0元。二等奖15注，单注奖金
17862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兑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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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67～87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
减少户外活动。（据四川省气象
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今日 阴天多云
19℃-27℃ 偏南风1～3级
明日 中雨
20℃-27℃ 偏南风1～3级

西成客专川内段
最快本月底开始铺轨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日前，首
组500米长轨在西成高铁陕西段汉江
特大桥的轨道板上顺利铺设，标志着
国内首条穿越秦岭的高铁——西安至
成都高速铁路陕西段铺轨施工正式启
动。昨日，记者从西成客专四川公司获
悉，预计最快本月底，西成客专四川段
也将进入铺轨阶段。这也意味着，距离
明年底西成客专开通运营，打通成都
至西安3小时交通圈更近了一步。

永宁跨线桥至文家收费站
今起打围施工

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成都交
投集团成温邛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昨日
宣布，今日中午12时许起，成温邛高速
将实施永宁跨线桥至文家收费站内广
场路段的封闭打围施工，施工期间文家
收费站处于正常通行状态。这标志着路
面加铺工程正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完
工倒计时模式宣告启动。截至目前，已
交付使用的新路面达56公里，完成了总
量的90%以上。

明日迎“白露”
全年昼夜温差最大节气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7日将
迎来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白露”，这是
全年昼夜温差最大的一个节气。进入白
露节气后，暖空气逐渐退避三舍，冷空
气开始转守为攻。专家提示说，此时节，
公众要随时关注气温变化，适度增减衣
物，以防感冒发生。 （新华社）

事发
车祸中轿车成“饼干”

昨日下午，金堂的周先生驾驶着
自己的白色大众轿车准备从成都回
金堂，车上坐着他的岳父岳母以及3
岁的小孩。当车辆行至娇子立交与航
天立交之间时，与一辆油罐车发生撞
击。周先生的车子随即失去控制。

在强大的撞击力下，周先生的
轿车被推上了一旁的绿化带，随后

又与绿化带上的一根交通指示牌的
立柱相撞。从路人拍下的图片看，周
先生的车辆左侧与油罐车的车头挨
在一起，右侧则紧靠立柱，且立柱也
已在遭受外力后倒下。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场时，两车
已经被拖离绿化带，受损的白色轿车
已被拖上了拖车。记者看到，白色轿车
的左后侧有大面积的凹陷，右侧因与
立柱相撞，从两个车门的中间位置完
全凹陷进了车身内部，车顶已经折叠

在了一起。车身俨然已成“饼干”，
仅在前后留出了一个狭小的空间。

目前，对于事发的具体原因，
交警部门正在调查中。

奇迹
车上4人全部脱险

“撞成这个样子，还有没得人
哦。”事发现场，不少过往的车辆和
路人表示，遭受如此严重的撞击，

轿车上的人怕是难以活下来。不过，
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车上4人均无生
命危险，仅1人受伤较重。

昨日，记者在医院见到了周先
生的岳父唐先生，据其介绍，事发
时，自己坐在副驾位置上，爱人与小
孙子坐在后排位置。撞击发生后，几
个人均被困在了车内无法动弹，随
后，被消防救援人员救出，“当时还
有好些路人来帮忙。”

据医护人员介绍，受伤较重的是

周先生的岳母，其身上有多处骨折，
另外，小孩头部受伤，其岳父唐先生
腰部有轻伤，周先生本人则无并无大
碍。目前，伤者均无生命危险。

车辆遭到重创，4人却能全部脱
险。对此，事故专家分析，被撞击后，
车辆前后留出的狭小空间或起到了
很重要的作用，“四人能够存活下来
的原因可能有很多，或许就是一个
运气好，但这个空间却还是增加了
他们存活的可能性。”

专家分析，当时与立柱相撞的
位置位于车身的中部，前后排之间，
撞击位置很巧，正好能够在前后座
位留出一个很小的空间，“而这可以
说是一个生命空间，如果没有这个
空间，后果可能就不好说了，当然，
具体原因，还是需要通过交警部门
的详细勘察才能判断。”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张直

仅仅是因为OA旅游运输公司
等旅游企业被查，为何会对中国赴
泰游产生如此大的影响？OA集团缘
何垄断了泰国旅游半壁江山？

“OA旅游运输公司拥有可出
租的旅游车辆超过7000辆，四川赴
泰旅游游客有八成以上是由OA集
团负责接待。”携程旅游网的王经
理透露，泰国地接旅行社跟OA合
作的模式大致为“OA以很便宜的
价格租大巴车给旅行社，甚至是免
费，但条件是旅行社需要把旅游团
带去OA集团旗下的各种珠宝、食
品等购物店，并且还会给这些旅行
社返购物佣金，保守估计，返点在
30%左右。

“这种模式已经存在10多年
了。”长期做泰国游线路的经销商
德哥还记得15年前自己刚入行时，
赴泰旅游价格是维持在5000~6000
元左右的，后来慢慢的，有些地接
社想要创造他想要的价值，就伸来
了橄榄枝，给低价、给返点。

“报团的价格可以很低，一两
千元的团费，连机票都不够，那么
地接社就会在自己的利润里拿出
一部分给组团社一定的返点，然后
泰国地接导游要接团，就按人头来
买，也就是所谓的‘人头费’，买到
游客以后，导游是亏损的，所以他
才会以强迫购物、强迫自费等方式
赚取利润。”德哥说，这种模式下就
形成了恶性循环，他认为要彻底根
除零负团费，只解决其中一个环节
是不够的，需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循
环体系。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为何影响这么大为何影响这么大

八成四川游客
由OA集团接待

轿车被撞成“饼干”
车上四人奇迹脱险

昨日下午1时许，成都三环路娇子立交往航天
立交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油罐车与一辆大
众轿车相撞，强大的撞击力将轿车推上了路边的绿
化带，而后轿车的车身中部又与一根交通指示牌的
立柱相撞。前后同遭压力的轿车受损严重，被压成
“饼干”。万幸的是，车上4人竟全部脱险，仅3人受
伤。目前，该起交通事故的原因还在调查中。

泰国独特的异域风情令人流
连，然而赴泰游的强迫购物、自费
项目等现象也被不少游客所诟病。
近日，泰国当局开展的声势浩大的

“旅游大洗牌”行动，清查了多家旅
游巨头企业，其中OA运输公司也

已被下令暂停经营，公司的2名董
事被带走。据悉，这些企业都是泰
国“零负团费”旅游团接待的巨头
企业，他们的业务和分店遍布全泰
国的热门旅游景点。

将泰国作为出境游首选目的

地的成都游客，将因此受到很大影
响。目前，赴泰游组团社已经出现
连锁反应，部分一线旅行社已经暂
缓发团，部分旅行社则决定自9月
10日起对赴泰游提价销售，而一些
二线旅行社则直接暂停收客。

市场
整顿
曼谷、芭提雅线基本暂停收客
部分购物店现抛售现象

“我昨晚刚带团从普吉岛回来，
但我的团队一切正常，没有发生调不
出车或者购物店关店的现象！”在四
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冠城分社专职
带泰国线团的唐玉霞这次带的是普
吉岛6日游，受到的影响较小，而另一
位同行周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带的是曼谷、芭提雅这条
线，这一路有很明显的变化，首先就
是没有免费的旅游车了，在购物点
的感受最深，有一种商家在抛售的
感觉！”周林说，四川发往曼谷、芭提
雅的旅游团，地接基本由OA集团负
责地接，以前会免费提供旅游期间
所使用的车辆，前提条件是要进他
们的购物店。在这次行程中，旅行车
是地接社加价300元从其他渠道调
来的，而一些购物店虽然依旧在照
常营业，但整个经营状况也透露着
几丝异样，“以前卖1万泰铢的珠宝，
现在五六千泰铢就能买到。”

“OA系统的购物店已经取消了
对地接社和导游的返点、回扣，这直
接影响了地接社和导游的利润，目
前在曼谷、芭提雅这条线上，80%~
90%的地接社已经基本停止了接收
客人的业务，就算没有暂停，也没有
一家旅行社会保证能正常发团！”成
都招商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市场
反应
一线组团旅行社涨价
人均上涨300元左右

泰国旅游界的“飓风”直接
影响到了四川赴泰旅游市场。

在昨日的采访中，不少旅行
社表示，目前已经接到了泰国地
接社的提价要求，之所以没有对
发往泰国旅行团价格作出调整，
是因为怕贸然提价会流失客户
资源，组团旅行社就先期进行了
补贴。泰国整治零负团费，赴泰
旅游价格上涨是毋庸置疑的，这
样的说法在四川省中国青年旅
行社得到了印证。

“已经接到了泰国地接社
的调价通知，省青旅将从9月10
日起全面上调赴泰旅游价格”
四川省中国青年旅行社郭经理
告诉记者，此次调价的标准大
约是每人300元，调整幅度并不
算大。郭经理告诉记者，从泰国
地接社传来的消息显示，赴泰
游10人团的地接费用上涨了
800~1000元左右，20人团的地
接费上涨了500~600元左右，而
30人的地接费用上涨了300元
左右。

“越是小数额的团队，地接
费上涨幅度越大，”在郭经理看
来，人数越少成本上涨得就越
高，优惠幅度也越低。

行业
前景
市场回归理性
旅行社开始设计新线路

而这样的调整对整个行业来
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收入有了保
障，市场回归了理性。忧的是价格
上涨可能会流失一些客人，毕竟同
等价位的可供选择的目的地很多。

同样预测赴泰旅游价格会上
涨的还有成都上航假期旅行社，该
社负责人告诉记者，支撑地接社利
润的购物店如果取消了返点，地接
社的价格肯定会水涨船高，价格上
涨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时也表
示，虽然现在赴泰游价格已经出现
了波动，但其所在旅行社并没有对
价格进行调整，而是选择将差价自
己消化，“这也是为了保证完整的产
品体系，但这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除此以外，不少旅行社也开始
设计新的赴泰旅游线路，携程旅游
网专门负责成都赴泰游线路的王经
理坦诚地告诉记者，在泰国的导游
是没有工资的，基本是靠自费项目
和购物的提成来赚取收入的，如果
购物店取消返点、提成，地接社不接
客人、组团社要压价、导游肯定就做
不下去了，不少旅行社开始设计以
纯玩为目的的旅游线路，这类产品
价格在4500~5000元左右，以此来降
低成本，“不仅是成都，对中国赴泰
市场都将产生这样的影响。”

9月5日13时许，三环路上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白色大众轿车受损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