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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法》的作用已经显现，
但是由于没有更加详细的实施细
则出台，所以法律在实际执行中
打了折扣，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发
挥《旅游法》的作用呢？

业内人士表示，各地应该出
台相关配套的实施细则，以及更
加细化的监督机制才能使法规更
好落地，法律效果才会更好。

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陈国忠曾说，《旅游法》是行业大
法，难以顾全旅游经营活动中的
各种细节，需要各部门配合，要有
更加细化的配套政策才能更好规
范旅行社、景区等各个主体行为，
促进旅游行业健康发展。

而淄博天星旅行社经理朱全
星也认为，旅游法只是一个大体
框架，要想落实好，必须要有配套
的实施细则，只有这样才能更具
有操作性。

出台实施细则

法规才能更好落地

本报10月8日讯（记者 李超
通讯员 王茜） 济南红叶谷景区
第十四届红叶节已拉开帷幕，游客
们漫步在平缓的山路上，欣赏着道
路两旁的片片红叶。

节日期间，景区举办了丰富多
彩的活动，如：歌舞、乐器、魔术、小
丑表演；激光战船；休闲垂钓；鸟类
科普知识展；红叶丛林CS；临泉品
茗等，在这种舒心而欢快的氛围中
游客们忘却了城市的喧嚣，忘却了
琐事的烦恼，在此度过了一段美好
时光。

来济南红叶谷

欣赏漫山红叶

十一黄金周期间，淄博潭溪山景区游人如织(资料片)。 本报通讯员 陈廷忠 摄

“新《旅游法》的宣传作
用还是很大的，特别是对普
通市民来说，他们的维权意
识增强了，在遇到不公正对
待时可以拿起法律武器保
护自己。”市旅游局旅游质
监所所长徐依博告诉记者。

根据市旅游质监所的
统计，自从新的《旅游法》实
施以来，通过旅游主管部门
咨询旅游问题的市民明显
增加，并且游客投诉量也增
加不少。

“游客投诉和咨询能比
之前增加了一两成吧，咨询
内容多与旅行社有关，因为
外地人来淄博旅游的不多，
所 以 这 个 数 字 还 是 不 小
的。”徐依博说。

据悉，之前旅游法在实
施前进行了广泛宣传，特别
是关于零负团费、强迫购物
等 问 题 ，市 民 对 此 引 起 关
注。“《旅游法》最直接的影
响就是游客的维权意识增
强了。”徐依博说，游客咨询
的多是旅游合同和旅游服
务方面。

“以前遇到问题，游客
可能忍气吞声就不计较了
但是现在有了法律保障，游
客就有底气，遇到侵权就要
为自己维权。”

市旅游局政策法规科
科 长 宋 从 余 则 告 诉 记 者 ，

《旅游法》实施以来，最直观
的感受就是旅游市场秩序
好转，游客权益可以得到基
本保障，并且虚假旅游广告
基本消失。

“十一黄金周前，我们
对旅行社进行了一次检查，
旅行社经营行为比以前规
范了，基本都能做到守法经
营，零负团费现象也得到遏
制，这些都是《旅游法》的作
用。”宋从余说。

《旅游法》规定，旅行社不
得指定购物场所，也不得强迫
游客购物，严禁零负团费等行
为。规定对旅行社及导游影响
较大，记者调查发现，现在零
负团费现象仍然存在，只不过
比以前更隐秘，而且很多购物
店成了景区景点，这样就规避
了法律风险。

“南方一些热门旅游景区
都把原来的一些购物店变成
了景区的景点，比如原来是玉
石店，现在成了参观玉石文
化，说是参观茶叶种植园，其
实 就 是 到 人 家 那 里 去 买 茶

叶。”一家旅行社负责人告诉
记者。

“该卖还会卖，只不过变
了个花样而已，而最终受害的
还是游客。”该负责人说。

记者还了解到，现在旅行
社在和游客签订旅游合同的
同时，还会和游客签订一个自
愿购物协议，说明游客在旅游
过程中购物是自愿的，而不是
旅行社的安排。

“其实法律没有规定禁止
购物，而是禁止强迫购物，但
是旅行社都很谨慎，游客签了
自愿购物的协议，旅行社就可

以放心，如果游客觉得吃了亏
去投诉的话，也会比较麻烦。”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现在一些不
太正规的旅行社也在打“擦边
球”，仍然在推“超低价团”。
国庆节前，市民许先生通过一
个旅行社报名参加了北京五
日游，团费只需280元，本以为
这样可以节省钱，但是去了才
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每
天都要进购物店、‘老乡店’让
买东西，不买导游就不给好脸
色，而且吃的饭菜标准很低，
根本吃不饱。”许先生说。

规避法律约束，部分购物店变身景区景点

本报记者 李超

专家观点

《旅游法》实施一周年，旅游市场秩序明显转好

有有法法撑撑腰腰，，游游客客咨咨询询投投诉诉增增两两成成
新的《旅游法》从去年10月1日开始实施，一年过去了，记者调查发现，受《旅游法》影响，旅游市场秩序好转，强迫购物、“零负团

费”等现象被遏制，游客维权意识明显增强；但有些购物店变身景区景点，旅行社借“自愿购物协议”规避风险等依然然可见。

受《旅游法》及八项规定的
影响，旅行社受到冲击最大，一
些旅行社经营出现困难，而有
些旅行社也开始转型，开始面
向散客市场，并且推出了一些
适合散客的个性化产品。

记者从市旅游局了解到，
现在淄博有 1 0 0多家旅行社，
还有很多分支机构，市旅游局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旅
游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旅
行社如果不转型只能被市场

淘汰。
“现在的产品更加注重旅

游的品质和游客个性化需求，
满足游客多样化的需求。”淄
博天星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
者，以 前 只 要 有 几 个 固定单
位，每年几次大型的团队游基
本上就可以了，但是现在公务
出游几乎没有了，一些旅行社
难以适应。但是散客市场却在
逐渐壮大，淄博光大旅行社则
适时推出了微旅游，这种时间

短、路途短、注重休闲的旅游
方式受到市民欢迎。

淄博鑫龙旅行社也根据
市场需要推出了一些增值和
延伸服务，比如和培训学校联
合，组织学生外出写生等。

“以后的旅游一定是更加
注重体验，更加注重休闲，在
游客的经济能力和时间允许
的前提下，旅游质量必须要提
高。”山东旅游职业学院党委
书记陈国忠告诉记者。

避免被市场淘汰，旅行社力推个性化产品

游客维权意识增强

更注重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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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70302003012GB00059〔淄川区
2014（增量）-017〕号

国有建设用地已征地（鲁政土字[2013]764号）
以东,淄博万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北

5291 . 33
城镇
住宅
用地

大于1 . 0

且不大于2 . 5
供地后
一年内

开工后
三年内

70 1208 242 966 20

2
370302003006GB00087[淄川区
2014（增量）-018〕号

西过境线以东，二里社区建设用地（工业用
地）以南

7595 . 55 工业用地 不小于0 . 8
供地后
一年内

开工后
二年内

50 295 59 236 5

淄淄博博市市国国土土资资源源局局
国国有有建建设设用用地地使使用用权权公公开开出出让让公公告告

淄国土交告字[2014]55号

经淄博市人民政府批准，我局决定以公开方式出让370302003012GB00059〔淄川区2014(增量)-017〕号等2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宗地的基本情况和土地出让条件

具体情况详见淄博市国土资源交易网：http：//www.zbgtjy.gov.cn 201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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