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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棋
今年 「 五

一」爆出
的女導遊事件，又一次把

雲南旅遊推到了風口浪尖。4月
中旬，昆明一陳姓女導遊帶團由麗

江返回昆明，赴西雙版納前，導遊嫌遊
客購物少，在大巴車內辱罵遊客，並威
脅取消餘下的行程安排，此事被車上遊
客錄像並上傳至互聯網，引來網民罵聲
一片。事後女導遊及涉事旅行社受到處
罰，女導遊道出此團所簽合同是旅遊購
物團（零負團費），自己是按合同帶團
的苦衷。

半年治市成果待驗
日前，國家旅遊局及除港澳台外的31
個省區市旅遊委、局組成檢查組，以明
查暗訪的形式對海南、雲南、江蘇、山
東、廣東等旅遊熱點目的地，出遊集中
的客源地、問題多發等地展開了專項檢
查，國家旅遊局在針對治理「不合理低
價」（零負團費）時，開始實施全國一
盤棋方針。
雲南同時展開了為期半年的「以打擊
不合理低價及其他侵害遊客合法權益、
擾亂旅遊市場秩序的違法違規經營行

為」的系列整治。出台旅遊誠信指導
價；進行16個州市的旅遊專項整治；導
遊薪酬制擬於9月份全省推行。暑期旅遊
高峰將至，各方翹首期待整治結果。

購物店成「罪魁禍首」
「不合理低價（零負團費）遊之所以

屢治不止，購物店是罪魁禍首。」曾擔
任過旅遊部門領導，又管理過旅遊企業
的李國潤，這樣解析不合理低價一直困
擾雲南旅遊的根源。購物利益鏈中潛在
着巨大利潤，所售商品是載體，其中玉
石（又稱翡翠）是其中可以帶來暴利的
最大載體，也是諸多旅遊從業者甘願冒
險組團的動因所在。「玉出雲南」的皇
冠使雲南多地有玉都、玉城之稱，加
工、經營玉石珠寶成了眾多商家的重要
營生。
「購物店可以把景區和酒店（指定的

時間段）買下來。」李國潤說，「購物
店能量之大是圈外人無法想像的。」以
玉石為例，購物店的最低返利是30%，
最高則達到80%至90%。昆明一主題公
園曾爆出被一購物店買斷的消息。購物
店與公園達成協議，再與旅行社聯手，
以免費遊公園的噱頭吸引遊客，而旅行

社帶團進園的唯一目的就是進店購物。
「雲南曾實行過的購物公對公佣金返

還，其實是治理零負團費的良方」，李
國潤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多位同行的認
同，但與其他新規一樣，一旦推出正價
遊，結局都是旅遊人數急劇下滑。

低附加值需提升轉型
中國旅遊看兩南（雲南、海南），雲

南是除了海洋之外，所有旅遊資源都具
備的旅遊大省。統計數字表明，2014
年，雲南省接待海外遊客525萬人次，
接待國內旅遊者2.8億人次，實現旅遊
總 收 入 2,665.74 億 元 ， 佔 該 省
GDP6.43%。一系列數字背後，也暴露
出雲南旅遊大省「脆弱」的一面。
相比經濟發達的旅遊大省，轉型升級

一直是雲南旅遊謀求的發展之道，雲南
也一直在朝此方向努力。目前，雲南的
大部分旅遊產品還停留在觀光旅遊層
面，呈現的直觀結果就是旅遊人數多，
但旅遊收入低。從接待型旅遊到觀光
遊、度假遊，旅遊已發展為雲南的支柱
產業。全省直接從業者有72
萬人，間
接從業者

達360萬人，對總人口4,700萬的雲南
來說，旅遊之於全省，正所謂是牽一髮
而動全身，所以也可以想像，如果
旅遊人數下降將導致什麼結
果。
雲南旅遊邁出的每

一步都在砥礪，轉型
之路任重而道
遠。

雲南借 謀變

強制購物「零負團費」盛行 當局實施一盤棋方針整治

中國旅遊業近幾年「亂象

叢生」，從之前香港導遊阿珍事件，

到海南、湖南等地屢遭投訴的宰客現象，再

到北京、上海變味的一日遊，旅遊變購物，

消費被訛詐，導遊變導購等現象，成了旅業

揮之不去、屢治屢犯的頑疾。這其中，強制購物尤以雲南為

「重災區」。屢治屢犯，雲南旅遊的惡疾有良方可治嗎？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蓮芝 昆明報道

早在5年前，雲南就在內地首推
旅遊新規：旅行社必須以不低於

成本價的價格接團；重組16大旅行社，以
規模型企業增強市場抗風險能力，規範運
作能力；購物公對公佣金返還等。無奈，
雲南是一個旅遊地接大省，受制於客源、
上游旅行社等眾多因素，幾乎沒有議價等
話語權。
雲南一知名旅行社負責人周雲說，雲南

交通成本高，以某年的華中正價團為例，
同期、相同日程的雲南昆（明）、大
（理）、麗（江）線，報價5,990元，日本
報價4,990元，兩者權衡，遊客絕對選日

本。和雲南旅遊資源相近的貴州，
報價也比雲南低。新規的
實施使雲南幾成孤島，眾

多旅行社無團可接，導遊無客可導……孤
獨地苦撐一段時間後，雲南旅遊又只有
走回老路，雲南出台的多個旅遊新規先
後也遭遇了類似慘境。全國一盤棋整治
是雲南旅遊業多年的期盼。

擬實行導遊工資制
在今年6月中旬舉行的雲南導遊體

制改革現場會上，出台了《雲南省導
遊管理體制改革方案》，旅行社或導遊公司
須按勞動法，為導遊辦理相關用工手續，購
買社會保險。
重組勞動派遣型導遊公司，與導遊簽勞動

合同，根據旅行社的需求進行勞務派遣，導
遊的服務質量與收入掛鈎。《方案》明確將
建立導遊薪酬制，薪酬由基本工資、帶團補

貼加獎金構成，並由與導遊人員訂立勞動合
同的旅行社或導遊公司發放，並實行淘汰
制。該《方案》將於9月在全省實施。

剛剛帶完一個出境商務團回到昆明的戴
興，正為一筆無法兌現的導遊服務費心煩不
已。因為只做品質團，戴興所在的旅行社，
頗受商務人士和攝影愛好者的青睞。此次帶
團應商務團成員所在公司的要求，旅行社要
出具一張導遊服務費的發票，而相關稅務局
卻沒有導遊服務費這一課目，只能開具勞務

費發票，且需出具組織機構代碼
證、營業執照、工商稅務
登記證等證件。一件簡單

的事眼看着變得複雜。

國內遊無付導遊費習慣
按照國際慣例，旅行社收取導遊服務費

是在旅行社與客戶簽訂的合同中就有明細項
目的，國內的組團社帶團出國時，遊客也會
理解支持，除此之外，在領隊的提示下，大
部分遊客還會按照當地習慣，給提供服務的
服務生支付小費。
導遊的費用包含哪些？該怎麼支付？戴

興說導遊服務費適用於帶團出
境、出國，但在國內，這個問
題反而模糊起來，成了說不清
道不明的問題。國人多年來已
經習慣了在國內參團旅遊時不
支付導遊服務費，有關管理部

門在相關的規章制度中
也沒有導遊服務費這一
條款的規定。

在內地，導遊是最有爭議
性的職業之一，因為一些抹黑業界

的「惡導」，而招致社會罵聲不斷；但
也有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敬業者，他們用
早逝的生命警示着這一職業超負荷工作
的沉重代價。
「導遊既不弱勢，也不強勢，它就是

一種職業，媒體在屢次曝光旅遊事件
中，將問題導遊的負面影響放大了。而
優秀導遊並未受到媒體關注。相對於中
國的巨量遊客，問題導遊的出現並不奇
怪，管理部門嚴查合同的執行情況就
行，只要旅行社和遊客雙方簽訂了合
同，合同履行時，哪方違約處罰哪方，
就不會存在那麼多的糾紛。」尚博智庫
旅遊營銷總監劉志敏這樣表達自己對旅
遊整治的觀點。

團費決定旅遊品質
「接團時的團費決定了她（他）是導

遊還是導購。」李國潤用一句話為兩
者做了生動的「詮釋」。優秀的導遊
本身就是一道風景，她（他）使人愉
悅。而導購（零負團費導遊）則專注
於掙錢填坑，旅遊變成了購物捎帶看
風景，其結果可想而知。
王明忠是一位從業17年的資深導

遊。上世紀90年代末，一次到泰國北
部旅行，導遊從人文到自然景觀的娓
娓道來，讓王明忠享受之餘，萌生了
轉行做導遊之意，自己的家鄉有着和
泰北相似的美景，把家鄉的美介紹給
遊客，應是件自豪的事。回到昆明，
王明忠從國企辭職，專職做起了導遊，
並讀完了旅遊專業的研究生課程。

「自豪介紹家鄉美」
王明忠說，自己見證了中國國內遊的

變化。當旅遊變成了一種習慣，旅遊帶
來的商機和由此產生的競爭都是空前

的，遊客想要低成本下的利益最大化，
旅行社只看收入業績，亂象就不可避
免。一旦出現糾紛導遊往往會成為眾矢
之的，遊客覺得被欺騙，旅遊管理部門
批評、處罰，媒體只關注遊客……導遊
沒有職業歸屬感，大部分導遊只把導遊
當做階段職業。

「旅遊亂象不是一部法律就
可以規範的。導遊素質層次不
齊，只唯利，哪裡還會有學習
的精神，有專業導遊的二次創
作？」儘管如此，王明忠說自
己依然珍愛導遊這個職業，並
會把它作為事業繼續下去，因
為隨着社會文明程度和國民收
入的提高，旅遊業會越來越規
範，介紹家鄉的美仍是自己為
之自豪的事。
（應被訪者要求，文中除劉

志敏、王明忠外均為化名）

記者請一位從事旅遊
管理的朋友推介一家靠譜的
旅行社，為全家出遊做準
備，令記者驚訝的是，這
位「老旅遊」竟說：「我
無法推介，只要遊客靠
譜，旅行社、導遊就靠譜，你
可以自己查詢找有資質、口碑不錯的旅
行社的正價團就行。」細細想來這話不
無道理，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沒有任
何人願意做虧本的生意，如果一趟報價
連吃、住、行成本都不夠的旅行，導遊
要拿回墊付款、賺錢餬口，於是行程中
導遊不得不變成了「導購」。

遊客不應只關注價格
採訪中導遊張月月告訴記者，她在一

年多的時間裡，先後三次在雲南景區見
過自己曾帶過的一位外省遊客，「雲南
團便宜呀，五晚六天才幾百塊錢，進購
物店我就是不買東西，導遊也拿我沒辦
法，因為怕我們投訴……」這位遊客對
短期內多次遊雲南的回答，令張月月深
思。

遊客在選擇旅遊產品時，一部分人往
往只關注了報價，而忽略對此產品品質
的甄別。管理部門有告知義務，遊客也
應該有自我教育的義務。

旅業亂象屢現

所謂「零負團費」，
是指地接旅行社接待價
格低於或等於成本價的
團隊接待模式。「零負

團費」1995年從泰國傳入內地，至今已
近20年之久，成為難以根治的頑疾。
「零負團費」的本質是欺詐遊客，非法
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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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忠說，導遊依然是自己珍愛的職
業。圖為王明忠接待上海宗教人士。

■■雲南大理開始雲南大理開始
進入旅遊旺季進入旅遊旺季，，
眾多遊人在雲南眾多遊人在雲南
大理古城南城門大理古城南城門
遊覽遊覽。。 新華社新華社

■黃金周期間雲南熱點景區常常爆棚。
圖為麗江玉龍雪山。

■■近年來近年來，，騰沖躍升為雲南旅騰沖躍升為雲南旅
遊熱區遊熱區，，圖為騰沖北海濕地圖為騰沖北海濕地。。

■■加工加工、、經營玉石珠經營玉石珠
寶成了雲南當地眾多寶成了雲南當地眾多
商家的重要營生商家的重要營生。。
圖為工人在加工玉圖為工人在加工玉
石石。。

■■少數民族風情也是一道少數民族風情也是一道
亮麗的風景亮麗的風景。。圖為漂亮的圖為漂亮的
新平花腰傣姑娘新平花腰傣姑娘。。

「「惡導惡導」」橫行看錢橫行看錢「「善導善導」」敬業看景敬業看景

「零負團費」
實為欺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