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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活动多，优惠力度大，黄岛游乐翻天

青青岛岛西西海海岸岸““五五一一””纳纳客客6600多多万万

“低价团之所以存在肯定是有
市场，普通市民可能只看到了低价
和便宜，却没有认识到这背后的猫
腻，所以游客不应该贪图小便宜，要
抵制低价团。”市旅游局旅游质监所
所长徐依博告诉记者。

徐依博认为，贪图便宜是人性
的弱点，而一些不正规的旅行社就
利用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推出低价
团，但是选择低价肯定就享受不到
高品质的旅游服务，所以，市民要擦
亮眼睛，避免落入低价陷阱。

他建议，游客一定要选择正规
旅行社报团，要与旅行社签订正规
的旅游合同，千万不能因为贪图便
宜而选择低价团。

徐依博介绍，下一步，整治低价
团将作为旅游监管的重点，他也希望
每个市民都自觉远离低价团，共同维
护旅游市场秩序。“低价团扰乱了市
场，正常出游的游客也会受到影响，
从而享受不到高品质的旅游体验。所
以市民应该提高认识，充分了解低价
团的本质，从而远离低价团。

不贪小便宜

抵制低价团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陈曦) 近年来，周村区旅游景
点增长迅速，为使该区群众充分了解
自己家乡的山水和人文景观，让大家
认识家乡、游览家乡，该区旅游局于5

月9日开通周村一日游免费直通车。
直通车发车时间为每周六、周日

早上8点，发车地点为周村古商城景
区北门停车场，线路包含孝妇河景观
带、怡然花卉、淄博少儿科技馆、凤凰
山、福王红木博物馆、董永山果蔬采
摘园、周村古商城等7个景点。

直通车车费全免。孝妇河景观
带、怡然花卉、凤凰山、福王红木博物
馆、山旺村董永山果蔬采摘园五个景
点免费参观；淄博少儿科技馆为收费
景点，可自愿购买门票参观游玩；周
村古商城景区大门票免费，周村区居
民可花10元钱办理惠民卡参观景区
内景点，参加周村一日游免费直通车
出行的居民，于每周五下午4点以前
通过旅行社报名参加。周村区旅游局
咨询电话：2342267，旅行社报名电话：
6407688。

周村一日游

开通免费直通车

本报记者 李超

提个醒

低低价价旅旅游游团团转转入入““地地下下””揽揽客客
《旅游法》实施一年半，旅游陷阱仍不断

近日，云南导游辱骂游客
一事引起社会关注，根本原因
在于低价旅游团仍存在，《旅游
法》实施一年半，淄博当地的情
况如何？低价团消失了吗？记者
对此进行了调查。

“几百元游香港”

依旧挺流行

张店的李先生是一名户外爱
好者，退休后喜欢和驴友到处游
玩，今年三月份的时候，他认识的
一名驴友告诉他只要缴上388元
就可以去香港旅游。李先生觉得
很划算就报名参加了，由于是好
友介绍，李先生也没有和任何旅
行社签订合同。

淄博当地一名自称导游的人
带队，刚上大巴车，导游就要收每
个人100元的保险费，他们坐火车
到达深圳，然后进入香港。“地接导
游刚开始非常客气，一个劲介绍香
港的东西便宜，让我们多买，我其
实知道这种团就是购物团，所以就
没太在意。”李先生说，随行的几位
老太太不太愿意购物，这时候导游
就开始讽刺他们，说话非常难听。
这几位老人最后也买了不少东西，
而导游带他们去的多数是购物的
大商店，付费景点非常少。

李先生介绍，他所认识的驴
友中，很多人都参加过这种低价
购物团，有些人买回了很多并不
需要的东西，旅游体验也非常差。

QQ群、朋友圈都是揽客的方式

据李先生介绍，他知道
不少人在从事这种低价招
揽游客的生意，而这些人背
后都是一些不正规的旅行
社或者是分社，而为了逃避
旅游监管部门的查处，这些
人多数都是通过QQ、微信
朋友圈招揽游客。还有的到
农村偏远地区宣传，那些不
明白却又贪图便宜的人就
报名了。

而一些正规旅行社也会
做低价团，但是他们都会在
游客报名时明确告知，并且

会签订单独的合同。“我们推
低价团实际上是给了游客更
多的选择，市场有这个需求
我们才推出这种团。”张店一
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介绍。

记者从市旅游局旅游
质监所了解到，《旅游法》规
定，不允许有低价团，也不
允许在旅游中增加购物场
所，所以现在虚假夸张的旅
游广告绝迹。目前的低价团
并没有杜绝，一些不正规的
旅行社害怕被查处，就转入

“地下”操作，由于隐蔽性较

强，游客投诉也不积极，所
以查处有一定难度，而低价
揽客也是近期旅游监管部
门查处的重点。

市旅游局旅游质监所所
长徐依博介绍，由于淄博以
游客输出为主，所以接到的
相关投诉并不多，低价团死
灰复燃的现象在淄博也不
明显。“有的旅行社在游客
购物前会签订自愿购物的
补充协议，如果游客因此维
权也存在一定难度。”徐依
博告诉记者。

赏花，玩海，品山，乡村休
闲…“五一”小长假黄岛区共
接待各地游人62 . 6万人次，实
现旅游业总收入4 . 33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17 . 2%和19 . 3%，有
力推动了假期旅游业持续健
康发展。

多重优惠，精彩享不停

“五一”假期期间，是旅游
休闲的黄金时期，虽然天气时
好时坏，但黄岛区提前准备，深
入整合全区资源，挖掘资源特

色，精心策划并相继组织推出
了大珠山赏花及石门寺风铃
节、琅琊台文化休闲之旅、森林
野生动物世界“五一”休闲周、
滨海学院艺术馆亲子互动、黄
岛春季乡村休闲等系列精彩活
动和优惠措施，其次，黄岛区一
批新兴旅游接待设施相继开门
迎客，成为市民和游客出游的
新选择。位于藏南镇的藏马山
旅游度假区经过近半个月的试
营业，5月1日正式开园迎客，藏
马山首届国际赏花节及滑翔翼
飞翔表演和体验、马术表演、街

舞表演、汽车宿营、活体艺术、
儿童乐园等多项精彩活动同期
启动，六汪镇秀水田园度假村
也于”五一”开门迎客，推出农
家美食品尝、手工制作、休闲垂
钓、丛林探险、拓展训练、儿童
乐园、田园采摘等系列乡村休
闲活动。

自驾游、家庭游持续火爆

“五一”期间，黄岛各景区
纷纷推出多项亲子活动及优
惠，加上高速公路免费政策推

动，到黄岛旅游休闲的自驾游、
家庭游持续爆棚。

琅琊台风景区5月1日接待
来自青岛、潍坊、济南等地自驾
游车辆1200多辆；藏马山旅游
度假区5月1日开园当天接待自
驾游游客1万多人，约占当天游
客的三分之一；大珠山风景区
推出的风铃DIY亲子、森林野
生动物世界推出的奔跑吧宝贝
和欢动小剧场、滨海学院艺术
馆推出的亲情对对碰等亲子活
动也吸引了大量的家庭亲子游
群体。

文文化化体体验验增增加加古古商商城城吸吸引引力力
“五一”三天客流突破10万人次，“千年古城”品牌效应显现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张红霞) “五一”小长假
三天周村古商城客流量突破10万
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4250万元，
参观人次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
长10 .8%和11 .2%，周村古商城渐成
为旅游热点。

今年以来，周村古商城景区
深挖文化内涵，打造有生命力的
文化大院，恢复开发了“老院
子”、“德胜武馆”、“国医馆”等几
处集文化体验、美食娱乐及国学
展示于一体的古典院落，进一步
拓展了旅游服务配套项目，为景
区增添了新的文化亮点；同时，
在景区“情景画”民俗活动的基
础上，进一步提升景点的吸引
力，在杨家大院、大染坊等景点
增加了民间戏曲演唱、旗袍美女

走秀、摄影艺术展等文化娱乐活
动，“五一”期间台湾美食团落户
古街引来众多美食爱好者，不用
漂洋过海也可享受正宗地道的
台湾味道。而根植于古城的“鲁
商文化”和“丝路之源”亦成为游
客津津乐道的话题。

来自东营的李女士说，大家
玩得都挺尽兴的，因为总有一项
活动是你喜欢的，虽然人多，但古
城优雅的文化氛围让人感觉很平
静，很踏实，没有因为人多而产生
烦躁的情绪。

目前，周村古商城正以创建
国家5A级旅游景区为抓手，通过
扩大景区体量、完善旅游服务配
套设施、提升景区文化内涵、活化
旅游体验项目等，打造“千年古城
休闲之都”旅游品牌。

周村古商城内正在进行民俗表演。
本报通讯员 张红霞 摄 本报5月5日讯(记者 李超 通

讯员 陈曦) “五一”小长假三天，淄
川区共接待游客74 . 8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1 . 6亿元，同比增长1 2%和
12 .5%。

“五一”期间，淄川整合区内旅游
资源，以休闲度假为特色，策划推出
了潭溪山生态旅游节、梦泉梨花节、
瀑布群漂流季等异彩纷呈的活动，成
为吸引游客的亮点。同时推出关注淄
川文化旅游微信公众号，“五一”期间
瀑布群免票、梦泉门票7 . 5折优惠，潭
溪山“20元游三年”大优惠，以及潭溪
山景区住宿免门票、梦泉景区住宿免
门票等优惠措施刺激了旅游市场。

淄川旅游导示系统的完善以及
节前对通往峨庄景区道路的全面升
级改造，方便了游客出行，以家庭自
驾来休闲度假的游客成主流，主要以
省内周边城市、本市为主，潭溪山、梦
泉、齐山等生态旅游景区游备受游客
青睐。“五一”小长假期间，潭溪山、梦
泉等景区内的度假山庄都呈饱和状
态，各主要旅游景区的停车场内，挂
外地牌照的中小型车辆数量大增，且
私家车占了75%以上的比例。

“五一”三天

淄川赚了1 . 6亿

跟团出游依然是外出旅游的重要方式(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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