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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完成国庆节保电任务

本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林
西玲 王丕雨 ) 国庆节期间，国
网五莲县供电公司要求各相关单
位对所管辖区域内高、低压线路及
配变台架逐一进行巡视检查，对居
民家中的漏电保护器进行了集中
检查，对发现的隐患及时消缺，圆
满完成了国庆节保电任务。

强化线损管理

节约电量1174万千瓦时

本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张善伟)

今年前9个月，国网五莲县供电公司
累计完成高低压综合线损率1 . 95%，同
比下降1 . 23个百分点，节约电量1174万
千瓦时。该公司以开展管理创新提升工
程为契机，强化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
有力提升了线损综合管理水平。

完善技术措施

增强电力设施防范能力

本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王超) 近
年来，五莲县供电公司充分利用自动化
系统远程工作站、调度监控系统，加强无
人值守变电站及有关设备的远程图像监
控，提高预警处置能力。对暴露野外的电
力设备进行防盗升级改造，安装失压报
警器，防盗、防破坏能力进一步增强。

五莲县供电公司

获“山东省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称号

本报10月9日讯 (通讯员 林西
玲) 近日，国网五莲县供电公司被
山东省总工会授予“山东省劳动关系
和谐企业”荣誉称号。同时荣获“富民
兴鲁劳动奖状”荣誉称号，公司经理
刘加友荣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
章”。

发挥督察队职能

强化作业现场安全管控

本报10月9日讯(通讯员 王波 曹
君伟) 五莲县供电公司充分发挥安全
督察队工作职能，采取明察暗访的方式，
深入到基建、检修等各类作业现场，对安
全措施布置、工作票填写、开收工会记录
和人员精神状态等方面进行全方位安全
督察，保证施工现场作业安全。

旅游法实施旅行社阵痛，行业开始洗牌

线线路路报报价价普普涨涨，，报报团团人人数数锐锐减减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清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以下简称《旅游法》)于2013年10月1
日起正式生效，禁止强制购物被写了进去。国庆长假是《旅游法》实
施后的首个长假，记者9日了解到，日照多数旅行社在长假期间，业
务量都下降不少，有的报团人数竟然减少七成，不过报团人数减少
并没有促使旅行社降价促销，旅游线路报价却是大幅上调。

旅游行业洗牌重组

后续监管须跟上

记者观察

日照东方旅行社刘经理介
绍 ，现 在 旅 游 行 业 已 经 开 始 洗
牌，《旅游法》颁布初期，旅游行
业的阵痛在所难免。“其实，我们
现在线路报价才是比较合理的。
之前由于业内一味追求从购物
或门票处寻求收益，旅游线路的
价格被压制得很低，‘没有底线’
是 业 内 对 原 来 形 势 的 集 中 反
应。”

“之前旅游行程的规划通常
只选差价最大的景点却不选最
优秀的，很大程度上旅行社为了
自身收益忽视了旅行质量。《旅
游法》的颁布对当前不正规的市
场行情进行了规划，有利于行业
洗牌重组。”相关业内人士说。

但同时，很多业内人士对当
前形势表示担忧，“市场规范是
好事，但是怎样保证旅行行业的
行情热度也是目前该重点保证
的。是否又是一时之风？怎么应
对随后由于遇冷带来的转型问
题有待观察。”

在日照某海滨浴场经营特
产店铺的一位老板说：“我们从
业者也希望，后续监管和规范能
跟上。” 本报记者 李清

旅行社
参团人数骤减

仅是原来的三成

8日，记者了解到，十一长
假期间，日照绝大多数旅行社
的收益都出现下滑。

“今年国庆长假，可以说
我们比较清闲。”日照一家旅
行社负责人说，十一长假期间
的收益他们已经估算出来了，

“差不多是去年的三成。”
该负责人介绍，报团人数

减少，其中一个原因是自驾游
比重增加，这一点从日照市旅
游局的官方数据中也可以看
出，长假期间来日照自驾游的
游客创近五年新高。

“另一个原因，也是最重
要原因就是旅游线路报价上
涨，以热门线路昆明—大理—
丽江六日游为例，以前报价
1800元，现在涨到3900元。”日
照东方旅行社刘经理说。

刘经理介绍，之前这条云
南线路旅行社靠团费根本赚
不了钱，“毫不隐瞒地说，盈利

模式就是购物提成。”
“《旅游法》实施后，我们

旅行社必须遵法守法。”另一
家不愿透露姓名的旅行社负
责人说，团费增加后，报团就
遇冷了，“相比较去年，这个长
假参团人数减少了七成多。”

导游
服务费用虽增加

难抵挡收入减少

记者了解到，现在不仅是
旅行社收入减少，导游收入也
急剧降低，不少导游心生退意。

小王是日照某旅行社导
游，工作已三年。原来依靠带
团拿提成，她在旅游旺季每月
平均收益在一万元以上。但这
个长假，她的收入只有1400元，
而且都是导游服务费。

她说：“原来我们的收入
主要是靠景点的门票回扣和
购物提成，有些时候，100元的
商品，我们就有20元的加点费
用。带一个30人的团，赚个几
千元非常轻松。”

“以前导游服务费最低50

元一天，现在提高到了150元到
200元，但相比之下，我们的收
入还是大打折扣。”小王说，赚
不到钱就只能转行了，“风吹
日晒的，高收入其实就是我们
做下去的动力，现在这样强撑
下去没意思。”

据小王介绍，她的好多个
同行朋友都已经萌生退意，而
经营旅行社的刘先生明年可
能会面临无导游可用的境地。

“我们旅行社有20多名导
游，大多都是在日照旅游旺季
时候来做兼职的，最近好多个
导游都已经明确告诉我要辞
职，我正苦恼明年的生意该如
何继续。”刘先生说。

景区
购物超市游乐点

生意冷清收入少

位于乔家墩子民俗度假
村旁的近十家特产零售店，这
个十一长假的经营额度下降
30%-50%。

碧海路上的一家海产
品超市的老板直言，他们的
店 并 不 是 游 客 必 经 之 处 ，

“没有导游带这来，游客在
找到我们这之前就已经分
流，所以我们的生意下降得
厉害。”

此外，游艇曾是海滩上
很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今年
十一期间日照各海滩上的
游艇近十年来首次遇冷。

乔先生的游艇公司，在
第三海水浴场已经经营了
1 0多年。“往年依靠与旅行
社合作，带外地游客乘坐游
艇，今年不行了，营业额也
下降到只有往年的一半还
不到。”乔先生说。

7700元元//斤斤！！节节后后带带黄黄蟹蟹子子涨涨价价了了
其余海鲜价格则出现不同程度下降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辛
周伦 见习记者 赵发宁) 9

日上午，记者在金阳海鲜市场
了解到，“十一”过后，海鲜价格
一路下降，唯独梭子蟹价格上
涨，六两以上的带黄梭子蟹，现
在售价至少70元/斤。

9日上午8时，金阳海鲜市
场显得有点冷清。

“过完节了，海鲜的价格也
下来了，顾客人也少了。”一海

鲜摊主说，最近的海鲜价格都
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大鲅
鱼，由十一期间的24元/斤，降
到22元/斤，刀鱼由22元/斤降
到18元/斤。

此外，销量方面也出现下
降，“节前5天，每天销量在2000

斤左右，现在一天也就卖个四
五百斤。”海鲜批发商刘贤江
说。

“梭子蟹的价格节后上涨

了不少。”一位海鲜摊贩说，半
斤左右的公蟹节前40元∕斤，
上涨到了现在的60元/斤。

至于涨价的原因，梭子蟹
经销商庄女士说，节后，“母梭
子基本蟹带黄了，肉也肥，价格
自然要贵一些。现在六两以上
的母梭子蟹，价格都得70元以
上。”

此外，梭子蟹价格还受
到台风的影响，“从6日开始

拿货就相当紧张，价格开始
上浮。有时候跑好几个渔船，
才能拿到百八十斤的货。”庄
女士说。

至于其余海鲜，摊贩都表
示受台风影响不大，“十一前
夕，每个商贩都储备了充足的
海货，虽然近几天受台风影响，
渔船出海减少，海货紧缺，但库
存还没消化完，所以别的海鲜
价格并没有上涨。”

名称 价格

梭子蟹

带蟹黄 70-80元∕斤

公蟹6两以上 50-60元∕斤

小公蟹 35元∕斤

对虾 25元∕斤

鲅鱼

10元∕斤（小）
14元∕斤（中）
22元∕斤（大）

黄花鱼
7-8元∕斤（小）
17-18元∕斤（大）

风蛸 10元∕斤

带鱼
10元∕斤（小）
17-18元∕斤（大）

梭鱼 4-5元∕斤

鲳鱼 15-16元∕斤

鳘鱼 10元∕斤

子乌
12元∕斤（小）
20元∕斤（大）

长假期间，日照一快艇公司生意惨淡。

金阳市场部分海鲜9日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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