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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月 9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安宣其 ) 清明节期间，人
们纷纷走出家门踏青郊游，周村古
商城景区推出了多项民俗活动，吸
引了大量游客，据统计，小长假期间
接 待 人 数 8 . 8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 1 . 3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 7 7 0万
元，同比增长9 . 6%。

据了解，客流量继“周村过大
年”后再次出现井喷，自驾游依旧是
周村古商城今年旅游的主体，有来
自济南、潍坊、东营、滨州、青岛等省
内的自驾游客人，还有来自北京、天
津、河北、安徽、江苏等省市的自驾
游客人。使周村古商城呈现出了景
区内游人爆满，景区外停车场爆棚
的景象。

为做好清明小长假期间的旅游
接待工作，周村古商城景区精心策
划、积极准备，为广大游客献上旅游
盛宴。古商城依托景区独特的旅游
资源，推出以农家乐、民俗表演等为
主题的游客参与性系列活动。

“景区在鸣锣开市、花轿巡游、
黄包车夫、顶碗杂技、传统魔术、民
间杂耍等原有活动的基础上，大力
挖掘景区文化内涵，又推出抛绣球
择佳婿，原始手工纺线、织布等商业
民俗活动，集知识性、参与性、娱乐
性于一体。”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周村古商城：

民俗活动多

自驾客爆棚

去年10月1日，《旅游法》正式实施，至今已有半年时间，记者调查发现，《旅游法》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旅游市场的秩
序，虚假广告基本绝迹，但是仍有一些不正规旅行社在钻法律的空子，进行低价揽客。

低价揽客仍在转入“地下”

记者调查发现，虽然《旅游
法》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但
由于“零负团费”仍有市场需
求，一些旅行社会钻法律的空
子进行低价揽客。

记者了解到，由于害怕被
查，一些不正规旅行社的宣传
都转到了“地下”，有的通过论
坛、QQ群等发布信息，有的甚
至转到了乡镇农村。记者从一
QQ群了解到，有旅行社推出了
800元游云南，有的甚至只要
100多元就能游香港。

张店退休工人王女士前段
时间报了一个香港旅行团，价
格只有180元，“当时觉得很便
宜，我们好几个邻居都报名了，
但是后来遇到的事情却让人很

烦心。”
据王女士说，他们是坐火

车去的，刚上车导游就开始向
游客收钱，到了目的地，所有
的游览地点几乎都是购物店，
如果不买东西，导游就会冷嘲
热讽，甚至还会骂人。

“有好几个人不想买东
西，但是导游一直在催，说的
话也很难听，在外地人生地不
熟的，我们只好忍气吞声了。”
王女士说。

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有需求就会有市场，总
有人会钻空子，对于这种现
状，一方面要加大监管和处罚
力度，另一方面要通过引导和
宣传，提高游客的维权意识。

虚假旅游广告基本绝迹

“可以说，《旅游法》对旅
游市场的规范作用是非常明
显的，旅行社以不合理低价揽
客 的 情 况 比 以 前 明 显 减 少
了。”市旅游局政策法规科负
责人告诉记者。

市旅游局旅游质监所负
责人介绍，从《旅游法》实施到
现在，游客投诉也在下降。“从
去年国庆节到现在都是旅游
淡季，但是游客投诉减少和

《旅游法》肯定有关系，旅行社
的经营更规范了。”该所负责
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目前，部分旅行社

仍然存在侥幸心理，不按照规
定进行经营，但是总体情况比
以前改观不少，记者从旅游部
门了解到，现在虚假的旅游广
告基本上没有了。

据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介
绍，《旅游法》刚开始实施时，整
个行业还不适应，但是经过这
半年的时间，很多旅行社都在
转型，已经度过了适应期。

“在《旅游法》的规范下，旅
游市场会更理性，游客也能享
受到更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对
整个国内旅游业发展也有积极
意义。”该负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李超

《旅游法》实施半年作用明显，旅行社为避投诉想了不少办法

游游客客要要购购物物，，先先签签自自愿愿协协议议

鲁鲁中中候候机机楼楼调调整整去去济济青青机机场场班班次次
9日起执行，同时可提供航空快递服务

本报4月9日讯（记者 李
超） 记者从鲁中候机楼了解
到，从9日起，鲁中候机楼调整
和增加了前往济南、青岛国际
机场快线班次。前往济南国际
机场的班车增加两班，最早的
由5:20提前到5:00。前往青岛国
际机场的班车增加到8班，去
程增加一班，时间为12 :30，返
程最早的由 1 2 : 3 0提前到 1 1 :
00，最晚的由16:30改为19:00。

济南国际机场：高速路运
行时间约80分钟(正常情况下)

淄博(鲁中候机楼)至济南
国际机场：05:00/05:30/07:00/08:
00/08:40/09:20/10:00/10:50/11:
40/12 :30/13 :30/14 :20/15 :00/
15:40/16:20/17:00/17:50/18:30

济南国际机场至淄博(鲁
中候机楼)：08:00/09:40/10:40/
11:30/12:10/13:00/13:40/14:30/
15:10/15:50/16:30/17:10/17:50/
18:30/19:10/20:00/21:00/22:00

济南机场乘车地点：机场
候机楼一楼 7、8号出口对面
P14停车场

济南返程经停点：周村
站、世纪花园站、中润华侨城
站、西四路路口站

青岛国际机场：高速路运
行约三个半小时(正常情况下)

鲁 中 候 机 楼 至 青 岛 机
场：5:00/7:00/9:30/12:30。临淄
候机楼至青岛机场：5:40/7:40
/10:10/13:10

青岛机场至临淄候机楼
至鲁中候机楼：11:00/13:00/16:
00/19:00

青岛机场乘车地址：青岛

流亭机场国内航站楼一楼一
号门

青岛机场返程经停点：青
州服务区、临淄候机楼

调整后班次时间自2014

年4月9日起执行
候机楼还可提供航空快

递服务项目，可办理国内、国
际航空货物普件急件；承接水
果蔬菜、样品、合同、标书、公
章、文件、机械配件等货物；还
可以代办机场取货。

咨询电话：0533-7977777

采访中，一些旅行社的
负责人告诉记者，多数游客
外出游玩的时候是有购物
需求的，《旅游法》也不是不
允许购物，但为了规避风
险，很多旅行社在与游客签
订旅游合同后，还会签一份
补充协议，说明购物是游客
自愿的，与旅行社无关。

“补充协议必须是每个
游客都要签，如果有一人不
签，就不能进购物店，这也
是没有办法，因为害怕被投
诉。”张店一旅行社负责人
告诉记者。

吃住行游购娱是旅游
的六大要素，其中购物是很
重要的组成部分，《旅游法》

只是不允许强迫购物，而不
是不允许购物。

据了解，《旅游法》规
定，不允许旅行社安排购
物，但是现在很多地方，把
一些购物点设成了景点，有
的还挂上了A级景区的牌
子。《旅游法》规定不允许导
游推销产品，但是现在很多
旅游大巴的司机开始向游
客推销产品。“这些都是在
钻法律的空子。”一旅行社
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有的旅行
社为了应对游客的购物需
求，还专门开辟了购物团，
据业内人士介绍，这些团也
是游走在法律边缘。

一人不签协议，全团不能购物

在某旅行社内，宣传单页摆放在桌子上。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万亩桃花引游客

清明节过后，各地气温逐渐回
暖，是万物播种、生长的好季节。眼
下，沂源数十万亩桃花、大樱桃花等
各种春花竞相绽放，吸引了无数游
客，随着农作物陆续播种，农事活动
也变得繁忙起来。当地农民抢抓农
时，开展春季生产，加快春耕春播，田
间地头春意浓浓,一派繁忙景象。

本报通讯员 陈作进 摄影报道

市民正在旅行社内咨询出游事宜。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旅游法》实施后，原来的那种
只依靠低价进行揽客的方式已经不
能适应新的形势了，现在一些旅行
社已经关门了，有的转型做户外，还
有的推出了一些个性化产品吸引散
客。”一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受八项规定等因素影响，
传统的组团方式逐渐萎缩，现在最
大的市场是散客，所以很多旅行社
都在做散客团，还有的旅行社推出
个性化的服务。

“以后自由行和微旅游将成为
一种趋势，但是消费群体是多层次
的，个性化定制只是面对中高档群
体，对于普通大众，看重的还是价
格，所以旅行社的服务也应该是多
样化的。”淄博天星旅行社总经理朱
全胜告诉记者。

“现在游客更注重游玩的品质
和体验，所以以后旅行社的带团功
能将弱化，从而转向服务和提高游
客体验上来。”朱全胜说。

自由行、微旅游

将成未来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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