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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京津冀三地消费者协会近日
发布的《京津冀旅游消费体验式调查报告》
称，调查所涉及的六成旅游线路存在隐性
强制消费现象，在线旅游平台管理也存在
诸多问题。

报告还发现，相当数量的旅行社存在
旅游合同签订不规范、部分导游责任意识
较弱、服务规范性较差等问题。同时，食宿
条件与合同不符、投诉后问题解决不到位、
随意转团现象也比较普遍。例如，有的景
点若不自费参加，就无法跟上团队行程，而
这些强制自费参加项目大部分无法开具发
票或收据；有的大巴司机在开车途中长时
间接打电话，旅游大巴的座位安全带以及
扶手已损毁，甚至没有安全锤。

据调查，非正规北京“一日游”存在旅
行社擅自倒客、调整旅游路线、擅自变更景
点、压缩游览时间等主要问题；京津冀部分
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旅游交通、住宿方面
信息不准确，有的调查员通过在线旅游平
台下订单，到了旅游目的地，才知道接待的
旅行社与报名旅行社并非同一家。

京津冀三地消协共同建议，设置旅
游从业者“黑名单”制度，将各类违法违
规企业和个人纳入信用系统予以公示；
建议行业主管部门健全导游激励机制，
推动导游与游客双向选择。此外，针对
在线旅游行业缺乏市场准入机制及标准
监管体系，建议相关部门出台在线旅游
平台的监管细则。 （草 明）

六成被调查旅游线路存在强制消费等问题

国庆节期间，文明旅游再次成为社会
舆论关注的话题。近日，游客不文明行为
频频在网络上曝光，如北京著名景区遭游
客涂鸦、乘客闯入机场跑道拦飞机等。业
内人士表示，消除不文明旅游行为，还应
加强制度建设，提高不良行为的成本。

不文明行为屡禁不止

数据表明，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入境
旅 游 总 人 数 1.27 亿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9.8%。其中，出境旅游人数 6190 万人
次。同时，我国游客购买力在迅速攀升，
中国旅游研究院统计称，2015 年，中国出
境游客达 1.2 亿人次，境外消费总额达
2150 亿美元。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
2020 年，中国将成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
国和世界第四大客源输出国。

业内人士表示，与旅游人数和购买力
不相适应的，是部分游客表现出的种种不
文明行为。

日前，国家旅游局通报了两起游客不
文明行为典型案件，均为游客殴打导游
案。此两名游客已被列入旅游不文明行
为记录。经调查，游客蓝立鹏在福建武夷
山景区等候缆车时，因导游王某某劝阻其
插队行为，双方发生争执，蓝立鹏殴打导
游，造成其多处受伤。另一起是游客姚旭
在陕西西安骊山风景区服务中心向导游
赵某问路，因赵某指引与之前姚旭了解的
线路不一致，便辱骂殴打赵某。

9 月 14 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两名旅
客因误机与值机人员发生冲突，直接闯入
机场控制区，冲到飞机前阻拦飞机出港。
最终，机场警方将其带走，根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当事人作出行
政拘留5日的处罚。

北京房山怪石山景区的景观石日前
遭遇人为恶意涂鸦，留名“陈志成”的人用
红色油漆将人名及“留言”肆意涂抹在十
余处景观石上。虽经过清洗，石体上仍可
见明显斑迹。

记者注意到，每逢节假日，国人出门
旅游的高峰，大声喧哗、随意插队、乱扔垃
圾、随意乱刻乱画等游客不文明行为就会
集中爆发。数据显示，目前被纳入全国旅
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的已增至22人，其中5
人是今年以来被记录的。

文明形象亟待重塑

我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如今屡受不
文明旅游事件的影响，公众开始呼吁必须
重塑国人的文明形象。有专家表示，要彻
底改变不文明旅游现象，要从提升国民文
明旅游意识开始。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文明旅
游工作要两手抓，一方面加强正面引导；
另一方面强化对不文明游客的监管，加大

不文明行为的曝光力度，让不文明游客
“长记性”。归根到底，他律的目的是促进
自律，使文明旅游成为一种自觉行为。

不可否认，旅游过程中的很多不文明
行为往往是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折射。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
表示，游客在旅游中的文明素质不高，其
实是其整体素质不高的表现，“一个在日
常生活中不文明的人，恐怕不会在旅途中
突然变得文明”。因此，要减少这种旅游
中的不文明，根本上是要提高文明素质。
导游李鹏也认为，个人行为习惯的改变很
难在短时间内达到，应从基础教育尤其是
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培养文明素质或进行
文化熏陶，将其作为必修课。

此外，领队和导游预先协调和沟通的
职责也不容忽视。北京某旅行社负责人
杜光认为，旅行社应倡导正确的旅行观
念，与消费者进行良好沟通，让文明出行
真正成为游客的习惯。

“媒体应积极倡导文明出游，将提升
游客文明素养与树立国家形象相结合；同
时向游客普及不同国家文明和文化差异
及旅游常识，及时曝光不文明旅游行为。”
国家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念响法规“紧箍咒”

专家指出，要想有效治理旅游不文明
现象，还需在法律法规层面加强对不文明
行为的惩罚力度，提升违规成本。

今年 9 月，国家旅游局公布的《旅行
社条例》修订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游客不文明行为“黑名单”制度被写
入了修订稿。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
长彭志凯认为，如果条例修订稿正式实
施，将意味着我国对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
戒上升到了法规层面，这一定会对游客的
不文明行为起到遏制作用。

其实，早在 2006 年 10 月，中央文明
办和国家旅游局就联合发布了《中国公民
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
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旨在倡导游客遵
守公约，争做文明游客。2015 年 4 月，国
家旅游局出台《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
暂行办法》，明确提出 6 类不文明行为将
被“记录在案”。

今年 5 月，国家旅游局又下发了修订
后的《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
办法》，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从 6 条
增至 9 条，同时将记录的信息保存期限调
整为 1 年至 5 年，并实行动态管理。进入

“游客黑名单”将会影响到游客再次旅游，
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其出境、银行信贷等。

此外，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也制定出台
了《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办法

（试行）》，明确将从民航局获取不文明行
为旅客信息，记录信息保存期限为 1 至 2
年。中国航协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
录实行动态管理，定期向航空公司、中航
信等单位告知记录信息。

同时，各地对旅游也在画出行为规范
的“红线”，从制度层面上念响“紧箍咒”。
不久前，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北京
市旅游条例（草案修改稿）》。北京市人大
财经委副主任委员程晓君介绍，此次草案
修改稿中丰富了建设诚信体系的内容，在
延续对于旅游经营者及从业人员的规定
同时，将较为原则性的旅游者不文明行为

记录相关规定进行了明确。内容表述为：
在旅游活动中有扰乱公共交通工具秩
序，破坏公共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损
毁、破坏文物古迹以及其他严重扰乱旅
游秩序行为的旅游者，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纳入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的旅游
者，景区、旅行社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旅游
服务。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文明
程度的提升，首先得从法律上约束和规
范。游客必须明白，无论身处何地，若有
违反法律行为，就会受到法律惩罚，这是
最基本的底线。

文明旅游:素养需提升 约束不能少
本报记者 郑 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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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郑女士到
浙江台州银行临海回浦支
行办理业务，要求查询账
户余额并全额取款。在与
郑女士交流期间，柜员发
现她一直紧握手机保持通
话并且表情紧张、言辞闪
烁，随后，郑女士的丈夫也
来到柜台。

通过郑女士的言行及
夫妻两人的谈话，柜员敏
感地察觉到异常，询问夫
妻两取款是否有紧急用
途。原来郑女士接到来
电,称某犯罪嫌疑人以她
的名义拐卖儿童，非法收
入50多万元，让她把存在
银行的钱取出来并转到某
指定“安全”账户。

经支行工作人员的耐
心解释和劝说，郑女士恍
然大悟，原来犯罪分子经
常假借涉及贩毒、洗钱、拐
卖儿童等犯罪事件，以让
当事人取款打入“安全”账
户为名实施诈骗。郑女士
随即打消了再去另外一家
银行转出 5 万元的念头，
并去公安局报了案。

近来，电信诈骗案件
层出不穷，对百姓生活造

成困扰。前海征信披露的一组反欺诈数据显示，
2016年上半年，各机构使用前海征信相关产品拦截
欺诈攻击事件达300万余次。从欺诈分子的攻击来
源来看，两广地区、海南、河南等地相对占比较高。

“当前，个人一定要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比如防范高
危电话号码段（170、177等）、注意手机安装软件、谨
慎转账等。”业内专家表示，各金融机构也需加强风
险防范措施，特别是银行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对客
户的异常举止务必“多留一份心、多问一句话”。

台州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早在 2014 年，台州
银行就开始将防范电信诈骗的工作纳入前台人员服
务评比机制中，对于成功拦截电信诈骗的人员给予
加分奖励，通过考核引导和激励机制，引导各营业机
构在服务客户过程中，根据常见诈骗手段及防范措
施相关要求，做好“三问二看一核对一提示”。比如，
在客户办理汇款业务时，主动询问客户汇款的用途、
对收款人是否熟悉等，若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对于
各营业机构发现和拦截的电信诈骗案例，台州银行
前台管理部还专门整理分析，在行内开展交流分享，
帮助前台人员提升对类似事件的识别能力。截至8
月 31 日，台州银行 2016 年柜面自主识别拦截电信
诈骗案件28起，挽回客户经济损失51.37万元。

浙江台州银行细心防范电信诈骗

：

多留一份心

多问一句话

本报记者

钱箐妮

先来看一组数据：截至 2015 年底，河
南省公办普通高中债务总额 101.7 亿元；
举债学校 272 所，占全省公办普通高中的
49.4%。加上河南省绝大多数地区高中生
均公用经费财政性拨款几乎为零，且收费
标准长期偏低，现行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机
制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需要，成本分摊不
合理、教师数量不足、办学条件不均衡、债
务负担沉重等问题凸显。为此，河南省政
府出台新政，2017 年春季学期起，全省逐
步完善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机制。

确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河南

全省有普通高中770所，在校生共194.31
万人。

目前，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
育均建立了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或生均
拨款制度，普通高中教育成为教育链条中
生均经费缺失的一环。

河南省规定，自 2017 年春季学期
起，统一执行公办普通高中生均公用经费
基准定额，其中：省辖市市区每生每年不
低于 1000 元，县城和农村地区每生每年
不低于800元，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
残疾学生每生每年不低于 6000 元，鼓励
有条件的省辖市、县 （市、区） 依据当地
财力状况提高生均公用经费标准等。所需

资金按照学校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负担。
目前实际执行标准高于基准定额的地方不
得降低标准。

河南省还明确，普通高中公用经费主
要用于教育教学和后勤服务等日常运转方
面的支出，不得用于发放人员工资、基本
建设投资、偿还债务等。

普通高中收费年底调整到位

根据新的规定，全省各地要综合考虑
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通高中培养成
本、学生家庭经济承受能力及周边收费标
准等因素，制定或调整普通高中收费标
准，确保 2016 年底前调整完毕，保障普

通高中学校正常运转。
河南省要求，根据价格变化、财力状

况等动态调整普通高中收费标准，逐步建
立政府、受教育家庭和社会合理分担的普
通高中成本分担机制。

向困难学生发放补助金

9月28日，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
政厅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关于完善
普通高中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一系列措
施。按照措施安排，从 2016 年秋季学期
开始，河南将在全省范围内免除公办普通
高中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非
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农村
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助供养学生的
学费、住宿费。

按照规定，河南省将对普通高中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按照每人每年不低于2000
元的标准发放国家助学金。此外，还要求
普通高中要从事业收入中提取4%至6%的
经费，用于设立校内奖学金和特殊困难学
生补助等，确保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到
应补尽补。

完善普通高中经费保障机制：

河南今秋起免收困难高中生学费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谭 萍

“十一”长假期间，很多人都会外出
旅游。中国消费者协会日前发布消费警
示，提醒消费者不要陷入低价旅游陷阱。

中消协相关负责人介绍，中消协近期
调查发现，部分旅游线路仍然存在安全隐
患，存在强制消费、诱导购物、改变行
程、压缩景点等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等问
题。

中消协提醒消费者，警惕低价旅游陷
阱，低价背后一定是强制高额消费。要警
惕“旅游小广告”，不要轻易相信街头、
社区、社交群、朋友圈里的旅游小广告。
规范的旅游广告应有旅行社名称、许可证
号，消费者可以通过查询旅行社官方网站
或APP得到相关旅行线路的详细信息。

中消协还提醒消费者，参团旅游时应
选择正规的、信誉较高的旅行社，签订正
式合同。合同中应明确行程安排、交通、
食宿安排及标准、游览娱乐项目的具体内
容和时间、自由活动时间、旅游费用、违
约责任等基本内容，且需明确，不能安排
在指定场所购物。消费者应注意索要和保
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

消费者旅游时若合法权益受损，要在
确认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及时搜集相关证
据，主动投诉举报，寻求政府相关部门、
消费者组织帮助。境外旅游者可寻求驻外
使领馆等办事机构的帮助。

（文/新华社记者 高 敬）
（据新华社电）

中消协提示:

警惕低价旅游陷阱

“北京市第四届职业技能大赛手工技能大赛暨
第二届创新创意大赛决赛”日前举行。大赛涉及工
艺画、钩针纺织、剪纸、陶艺制作、手工编织、手工布
艺、手绣和雕刻工艺 8 个项目。来自北京市 16 个区
县的妇联及残联选拔、市直机关成员单位和北京工
艺美术高级技工学校的232位选手参加比赛。

本报记者 苏 琳摄

技能大赛展才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