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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4日专电（记者钱
春弦、侯文坤）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4
日表示，向“不合理低价”宣战将提到今
年旅游市场整治工作的首位，旅游、公
安、工商等部门将联合行动，坚决依法
打击这一旅游市场的“百病之源”。

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国
家旅游局在通报假日旅游市场专项检
查情况时宣布，坚决依法遏制“不合理

低价”不正当竞争行为，整治旅游市场
秩序乱象。云南省女导游陈春艳在带
团工作岗位上辱骂游客、强迫购物消
费，应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罚。决定吊
销陈春艳导游证，今后不得从事导游业
务；对昆明风华旅行社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5万元罚款，停业整顿6个月；对涉
事企业法人、总经理、分管副总经理分
别处于2万元罚款。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志
凯说，“不合理低价”问题是我国旅游
市场秩序“百病之源”。国家旅游局将
联合有关部门，把向“不合理低价”宣
战提到今年旅游工作的首位，组织开
展“不合理低价”专项治理行动。各地
旅游部门将联合公安、工商等部门对

“不合理低价”开展专项检查，对被举
报的旅游企业进行重点检查。对被举

报的重大问题，国家旅游局将根据情
况责成省级旅游部门约谈或直接约
谈。旅游局将会同公安部、工商总局，
把旅游电子商务纳入监管范围，建立
联动机制，加大对“不合理低价”等行
为查处力度。

彭志凯强调，按照旅游法、治安
处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
等有关规定，对违法违规问题要发现

一起查处一起。要通过综合整治，进
一步完善和创新旅游监管方式，形成
监管合力和长效化常态化机制。同
时要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开通
微博、微信、邮箱、电话等举报渠道，
经查实对举报人实行奖励；加大对典
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宣传引导消费者
认清“不合理低价”危害，提高理性消
费意识。

国家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联合行动打击旅游市场的“百病之源”

向“不合理低价”宣战

一则“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消费”
的消息，使旅游业再次被推到舆论浪
尖。尽管相关旅游执法部门已及时调查
并依法处理，但究竟是“恶导游”还是“饿
导游”？如何根治旅游业“病态”，让今后
出行不闹心？记者展开了调查。

该导游被吊销导游证
五一假期，一条游客通过网站爆料

“云南女导游嫌购物少大骂游客”的视
频在网络上大量转发。视频中，导游直
言不满自己所带团游客购物消费过低，
甚至使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游客。导
游还点出到达下一站，游客需要购买黄
龙玉、烟嘴、化妆品等。

对此，云南旅游部门3日通报了调
查和处理结果，拟对该导游作出吊销导
游证的处罚，对涉事旅行社作出责令停
业整顿的处罚，并对该旅行社的直接负
责人处2万元罚款。

根据官方通报，此事件中骂人导游
存在“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与经
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的行
为，涉事旅行社违反了“未向临时聘用
的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用的；要求导游
垫付或者向导游收取费用”等规定。

事实上，此次对导游的处罚决定并不
陌生。有网友评论说“导游又骂游客了
……”中的“又”字多少戳中了旅游业痛处。

一路美景，加上惬意的心情，这本
应是每个人心中理想的旅游状态，而一
次舒心的旅行却总显得不那么容易。
近年来，多地曝出旅游业乱象。有黑导
游将游客带到居庸关称这就是八达岭；

游客因没有进自费景点被“甩客”；导游
和游客互殴……此外，强迫购物消费、
不合理低价组团、虚假宣传诱骗消费者
等，乱象比比皆是。这不禁让人反思：
旅游行业发展迅猛的同时，为什么服务
水平没有得到相应的提升？

不合理低价游的恶果
游客闹心，当事导游小陈也觉得委

屈，“合同上签的就是低价的旅游购物
团，按合同是要进几个购物店的。”

小陈也坦承，像这样的低价团，只有
游客多多购物消费，自己才拿得到带团
的酬劳。“如果团费是交够的，导游应得
的报酬旅行社也给了，（那么）该怎么玩
就怎么玩，怎么还会产生这样的事呢？”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合理低价”是
引发此次事件的核心问题。国家旅游
局监管司负责人指出，低于成本价销售
产品，必然难以保证服务质量。在低价
经营的恶性循环中，游客陷入团费低价
购物高价的陷阱，导游甚至成为“鱼
鹰”，高压力带团、服务意识全无。

专家指出，眼下的旅游业竞争可以
用“惨烈”二字形容，“恶”导游是旅游市
场竞争畸形的产物，实质上是“饿”导
游。劳资关系不规范、薪酬体制缺少保
障等使导游职责本末倒置。

“当前，旅行社与导游之间劳资关
系不规范，大多数导游不仅享受不到固
定工资，在带团前甚至还要交‘份子
钱’，还没带团出发，就要自掏腰包垫

钱。”曾从事导游多年的朱女士说，这种
运作模式，只能让不少导游成了“导
购”，“用心”引导游客购物或其他消费，
竭力追求“返点”。

朱女士还指出，尽管“不合理低价”
甚至“零团费”、“负团费”在旅游业内已
不是什么秘密，但还有很多人出游时只
看价格。“图便宜的消费心理让部分消
费者习惯选择便宜的线路，这也使得商
家在新《旅游法》之下仍有机可乘。”

尽管有新《旅游法》和一系列地方法
规，但一直以来旅游市场乱象并未治
本。云南大学社会学教授金子强指出，

“法规条文不少，但是管规矩的人或部门
没有管，让监管频陷滞后与无力之中。”

大力肃清
旅游市场的“潜规则”

发生一例处理一例重罚一例，本负
有更多职责的监管部门俨然成了“救火
队”。有关人士直言，要让旅游市场回
归良性轨道，就需要政府有关职能部门
处理类似事件时，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当
事导游和旅行社进行“严肃处理”，而是
应该下大力肃清旅游市场的“潜规则”。

专家表示，也要通过宣传教育，改
变游客易受低价诱惑的市场状况，形成
健康、理性的消费方式，使旅游者成为
抵制恶性竞争的消费主体。消费者需
明白，付出的价钱明显低于当次旅行的
市场成本，显然是违背市场规律的，“怪
事”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

(据新华社昆明5月4日电)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钱
春弦）国家旅游局4日宣布，作为国家旅
游局督办案件的当事人，攀爬红军雕塑
照相的李文春被列入为期10年的“全国
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

国家旅游局4日在此间通报五一
期间旅游市场秩序和文明旅游专项
检查情况时称，陕西李文春攀爬红军
雕塑照相，照片被微信传出后，引起
公众的谴责。国家旅游局立即进行
督办。

陕西省旅游局已将李文春列入“游
客不文明行为记录”。国家旅游局研究
决定，将李文春列入“全国游客不文明行
为记录”，为期10年。此外，吴起县胜利
山景区因管理不善，两年内不得参评A
级景区。

另据统计，截至5月3日20时，五
一小长假日期间，各省区市及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受理旅游投诉800件。其中
景点投诉242件，占总量30％；旅行社
投诉224件，占总量28％；其他投诉主
要针对饭店、交通等。投诉主要集中在
云南、北京、江苏、河南、重庆、浙江等旅
游热点地区。

国家旅游局监督管理司司长彭志
凯说，针对大型在线旅游企业的投诉
仍然突出。从地域分布看，投诉主要
集中在北京、云南、湖南、山东、天津等
地区。在各类旅游投诉中，景区名列
榜首，主要问题是管理混乱、门票涨
价、设施故障等。

攀爬红军雕塑

李文春被列入
为期10年“不文明
行为记录”

5月4日，一列动车组列车穿越郑焦铁路途间
的焦作城区。当日，郑（州）焦（作）铁路经过近一
个月的联调联试后，正式进入开通运营前的“高速
铁路运行试验”阶段，计划试验速度为200km/h。

郑焦铁路是中原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
要基础设施，对促进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完善区域
综合交通网络、推动沿线城市化进程等都具有积
极作用。 新华社记者 李安 摄

郑焦铁路进入运行试验阶段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何雨欣 闫
平）记者4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今年一季度，小
微企业共计减税240亿元。

税务总局介绍，今年小微企业减半征收企业所
得税的年应纳税所得额从10万元上调至20万元，更
多小微企业获得减税“红包”，受惠面进一步扩大。

此外，为扶持小微企业发展，税务部门还加强
部门联动，通过将纳税信用与信贷融资挂钩，缓解
小微企业融资难。小微企业凭借良好纳税信用记
录，即可获得银行无担保信用贷款，为小微企业开
辟了新的融资渠道。

一季度小微企业
减税240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齐中熙 樊
曦）中国铁路总公司4日宣布，为满足旅客需求，
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和手机购票服务办
法，自2015年5月6日起，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
购票的时间由原来的开车前2小时以上，扩展至
列车开车前30分钟以上。

铁总有关负责人称，此次铁路部门扩展网购
车票的时间，就是为了满足旅客的这一需求。旅
客可以在去车站的路途中使用手机购票，实现赶
车、购票两不误。同时，作为配套措施，铁路部门
将在开车前2小时以内网购车票的票款支付时间
定为10分钟以内。这样既为旅客便捷购票创造
条件，同时也能使富余车票及时回到票库，方便其
他有需要的旅客购票。

网购火车票延长至
开车前30分钟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林晖 王宇）记
者4日从中国农科院获悉，世界著名学术机构英国
皇家学会日前公布新当选会员名单，农业部副部
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洋因在水稻遗传学和
品种改良方面的重大原创性贡献当选外籍会员。

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是全世界历史
最悠久、且唯一未中断过运行的科学学会。目前
有会员和外籍会员1400余名，均是在科学、工程
和技术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牛顿、达尔文
等著名科学家都曾是该学会会员。

李家洋当选
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日前，中共中央决
定：李希同志任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同志不再担任
辽宁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辽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

李希任辽宁省委书记

5月4日，中方武警交通部队在进
入尼泊尔后与尼方人员就救援问题进行
沟通。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表
示，应尼方要求，3日中午，中方武警交
通部队从樟木口岸进入尼泊尔，实施跨
国协助救援任务，争取抢通中尼公路。

新华社记者 觉果 摄

武警部队
抢通中尼公路

银警合作共建反欺诈“防火墙”

向“骗子”账号汇款可自动预警
近年来，通讯信息诈骗对人们财产

安全的威胁日趋严峻，而银行往往成为
“挽救”受骗者的“最后一道防线”。为
此，工商银行率先与公安等相关部门展
开大数据合作，建立了防范通讯信息诈
骗“防火墙”系统，为解决通讯信息诈骗
问题开创了新模式。公安部数据显示，
2011年至2014年全国通讯信息诈骗
案件从10万起激增至40万起，年均增
长30％以上。2014年因通讯信息诈骗
导致的公众损失达100余亿元。

多位基层公安刑侦部门负责人介
绍，公安机关冻结受害人的汇款账户，
要持法定文书到有关银行开户行或总
行办理。但从受害者汇款到犯罪分子
分解赃款，往往只要一两分钟。公安机
关办理好冻结手续时，钱早就被取走
了，且破案后赃款很难追回。

专家表示，银行建立“防火墙”可有效截
断资金流通渠道，但目前全国800多家银行
业金融机构中，只有工行建立了外部欺诈
风险信息系统堵截通讯信息诈骗汇款。

工商银行安全保卫部总经理靳晓鹏
说，通过外部欺诈风险信息系统，工行已
实现对涉案账户的全渠道布控，还能对
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和自助终
端等渠道进行的转账汇款交易进行即时
筛查，并及时向客户提示风险。

记者在工商银行江西省赣州市青年
路支行现场看到，无论在ATM机上，还
是在银行柜台，客户汇款时输入的收款
人账号都会经系统自动与外部欺诈风险
信息后台数据库连接，并可实时筛查。

“如果账号是系统收录的通讯信息
诈骗涉案账户，系统会自动弹出风险预
警提示，阻止客户向该账户汇款，同时，

大堂经理会前来与客户直接沟通。”工
行江西省分行安全保卫部总经理罗坤
告诉记者，目前该系统收录了来自工行
内部、金融同业及公安、司法行政等部
门提供的各类风险账户信息，其中，仅
公安部刑侦局及各省公安机关向工行
提供电信诈骗账户就近百万条。

截至2015年4月末，工行外部欺诈
风险信息系统堵截通讯信息诈骗汇款
2.13万笔，为客户避免经济损失2.6亿元。

不过，专家指出，目前仅工商银行
建立了这套系统，难以发挥更大作用。
应在所有银行业金融机构推广该系统，
实现欺诈风险信息共享、控制措施联
动，形成全国银行业共同防范打击金融
欺诈犯罪的机制。

不久前，为提升涉案资金查询冻结
效率，银监会等四部门联合下发了工作

规定，提出对于手续齐全的涉案资金，
银行等金融机构应当立即办理冻结手
续；而对涉案账户较多，需办理集中冻
结的，银行应当在24小时以内采取冻
结措施。

但目前，在跨省跨行联动、银行紧
急止付、开销账户防控、被骗资金返还
等方面仍有众多问题亟待解决。例如，
受相关法规制约，目前银行尚无法对可
疑账户采取紧急止付措施，账户冻结半
年期满后也不能自动续冻，涉案资金跨
行原路返还难度较大等。

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小坤说，公
安部门正在简化相关手续，让涉嫌诈骗
的银行账号信息第一时间进入工行反
诈骗信息库，并加强基层派出所民警和
网点的合作，提前介入拦截。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依照香港特别行政
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
长官梁振英的提名和建议，国务院2015年5月4
日决定：任命卢伟聪为警务处处长，免去曾伟雄的
警务处处长职务。

国务院任免香港特别
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

是“恶导游”还是“饿导游”？
——云南“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事件调查

外交部：菲应立即停止恶意炒作和挑衅
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 对于菲律

宾指责中国在南沙群岛相关岛礁上的
建设活动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在回答记者
提问时表示，菲方应立即停止有关恶
意炒作和挑衅，与中方和大多数东盟
国家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
稳定。

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外交部
发言人何塞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2002年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应被
视为“时间节点”，菲在中业岛的机场建
设都是在《宣言》前，后来只是对机场跑
道进行维修翻新，而中方的岛礁建设都
是在2002年后开展，所以菲方认为中
方的填海造陆活动违反《宣言》。中方
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方已就在南沙群岛相
关岛礁上开展的合法、合情、合理的建
设活动多次表明立场。对于菲律宾的
说法，我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菲方
非法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
礁。这是中菲南海有关争议的核心
和根源。

多年来，菲方在这些岛礁上开展大
规模建设，如修建机场、码头、营房等军
用和民用设施。近年来，菲方违背自己
的承诺拒不拖走其在中国仁爱礁非法

“坐滩”的军舰，并企图对其进行加固以
侵占该礁。2013年，菲方违背其在《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中作出的承诺和中菲
之前达成的有关共识，单方面就中菲南
海有关争议提起国际仲裁。前不久，菲

方宣布恢复其在中业岛上的非法建设
活动。此外，菲方还不断阻挠各方在
《宣言》框架下开展海上务实合作，扰乱
南海局势，并在地区和国际场合对中方
极力进行诋毁和抹黑。

菲方所作所为都在明显违背《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它一方面为其在
《宣言》签署前的非法侵占和建设活动
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主动承认其在
《宣言》签署后仍然继续进行非法建设
活动的事实。菲方的诡辩欲盖弥彰，
不攻自破。

二、根据“非法行为不产生合法权
利和效力”这一基本法律原则，中方不
承认南沙群岛有关岛礁被菲方非法侵
占的所谓“现状”，也反对菲方在中国南
沙岛礁上开展的非法建设活动。中方

重申要求菲方立即停止有关非法建设
活动，并从中国岛礁上撤走一切人员和
设施。

三、《宣言》需要有关方共同遵守。
中方在坚定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同直接有关的当事
国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这完全
符合《宣言》的精神和规定。同时，中方
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宣
言》，推进海上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南
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中方从未也不
会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
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但《宣言》的落实
要靠所有各方的共同努力。中方要求
菲方立即停止有关恶意炒作和挑衅，与
中方和大多数东盟国家相向而行，共同
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

据新华社北京5月4日电（记者胡
浩）国家卫生计生委4日发布通知，重申
规范预防接种的有关要求。通知明确提
出，严禁将治疗性生物制品作为疫苗向
群众推介使用。

通知提出，要进一步规范预防接种
单位和接种人员行为，优先保证第一类
疫苗接种，不得诱导以第二类疫苗代替
第一类疫苗，严禁将治疗性生物制品作
为疫苗向群众推介使用。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用于治疗上呼
吸道细菌感染的进口药品兰菌净进入了
多地疾控部门的“二类疫苗”采购目录，
在基层被滥用成疫苗推广。

对此，国家卫计委疾病预防与控制
局局长于竞进明确表示，不能将治疗性
生物制品作为疫苗来使用，国家疾控中
心将兰菌净列入信息接种系统只是用来
收集信息，并不能因此认为兰菌净就可
以作为疫苗使用。

国家卫计委发布通知

严禁将治疗性生物制品
作为疫苗推介使用

云南导游“辱骂游客强迫购物消费”视频截图。

5月4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诉讼
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当事人介绍立案登记制度。

当日是我国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后的首个工
作日，各地法院增开立案窗口、增配立案工作人员
接待诉讼群众。 新华社发（高建业 摄）

法院立案登记制度正式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