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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旅游条例》8月1日正式实施

□本报记者 盛丽 孙艳 白莹

如何遏制
非法“一日游”顽疾

暑假来临， 进入旅游旺季，
各大景区人头攒动。 在游客欣赏
美景、 享受旅途快乐的同时， 诸
如非法 “一日游” 等旅游乱象也
让原本愉快的心情变得有些糟
心 。 8月1日 ， 《北京市旅游条
例》 正式实施。 《条例》 对旅行
社和导游 、 景区 、 旅游购物 、
“一日游 ” 等做出了详细界定 ，
尤其对非法 “一日游” 明确了法
律责任。 怎么才能遏制非法 “一
日游”？

【调查】
冒充知名旅行社 欺骗游客

“八达岭长城、 十三陵、 鸟
巢、 水立方， 180元一位， 包含
来回车费、 饭费及导游费， 上车
就出发！” 7月30日下午4点， 记
者来到前门一带调查非法 “一日
游” 现象。

调查过程中， 记者时不时可
以见到非法 “一日游” 的兜售人
员。 这些人见到有游客， 就会跟
上前去嘀咕询问是不是参加 “一
日游”。 他们选择的对象多为不
跟团的散客， 只要游客开口问询
价格事宜， 他们便会不断推销。

在北京旅游集散中心售票亭
附近， 不少非法 “一日游” 的兜
售人员还携带着板凳等小工具，
蹲守打 “持久战”。 除去在一些
景点或者是著名的商业区， 可以
见到非法 “一日游 ” 的兜售人
员。 记者还注意到， 在一些小胡
同里还隐藏着不少冒充知名旅行
社的 “小作坊”。 比如， 在前门
大街和大栅栏附近的小胡同里，
一些破旧的廉价酒店、 饭店都成
为兜售非法 “一日游” 的场所。

据了解， 有不少冒牌旅行社
的实体店也开在这些熙熙攘攘的
胡同里。 这些 “冒牌货” 乍一看
很正规 ， 他们的装备也十分花
哨。 有的在门店门口装上显示流

动字幕的LED屏， 有的印制写有
大牌旅行社字样的广告单， 有的
配备 “专业” 的工作人员介绍项
目。 这些店面乍一看很正规， 甚
至门口广播还提示游客注意辨别
真伪。

此外， 记者还了解到， 这些
非法 “一日游” 多以低廉的价格
来吸引客源， 而在旅游中却处处
欺骗消费者。 比如， 所谓80元一
日游只是个噱头 ， 80元只是车
费 ， 160元一天才是包括门票 、
导游、 用车的总费用。

【管理】
六类一日游列入“黑名单”

“非法 ‘一日游’ 真是太坑
人了， 不仅造成旅游市场混乱，
外地游客被欺骗， 而且还让咱们
北京的形象受到损坏， 必须加大
对这种行为的惩罚力度。” 调查
中， 不论是外地游客还是本地市
民， 都表示要加强对于非法 “一
日游” 的管理。

这次实施的 《北京市旅游条
例》 中， 六类一日游行为被列入
了 “黑名单”。 包括： 未取得旅
行社经营许可、 旅游客运经营许
可、 导游证， 从事一日游经营服
务活动； 擅自在公共场所散发 、
悬挂、 涂写、 张贴一日游产品广
告 ； 冒用旅行社 、 旅游集散中
心、 公共交通客运企业等名义 ，
利用公交站牌、 互联网、 旅游地
图等媒介或者在旅馆、 车站等公
共场所， 发布一日游虚假信息，
非法揽客； 以不合理低价揽客，
并在旅游行程中向旅游者索要合
同约定以外的费用， 诱骗、 强迫
或者变相强迫旅游者参加购物活
动、 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擅自变
更行程或者中止服务活动 ， 甩
团、 甩客； 在景区内及其周边地
区， 追逐、 拦截旅游者， 索要物
品， 推销商品或者服务。

同时， 条例明确， 以上六类
行为由旅游、 工商、 交通、 城管
执法等有关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 并处以1万元以
上10万元以下罚款； 违法所得10
万元以上的， 并处违法所得1倍
以上5倍以下罚款； 对有关责任
人员， 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
下罚款；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开通旅游公交新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在打击非法

“一日游” 中相关部门也积极应
对。 如， 为方便市区游客往返远
郊景点， 挤压非法 “一日游” 生
存空间， 完善多层次旅游交通服
务， 不断探索公交旅游新模式。

今年元旦， 本市开通了首条
旅游公交线路。 随后， 可直接串
联八达岭景区、 十三陵景区的旅
游公交2线也投入试运营。 为方
便游客识别 、 乘坐旅游公交线
路， 旅游集散中心还完成了旅游
公交线路车辆标识的统一升级，
在车辆两侧均喷涂有 “北京旅游
公交” 字样， 并将车身主色调统
一为红色 。 今年五一小长假期
间， 2条旅游公交线路在日常20
部配车的基础上， 增配30部备班
运力， 并采取车满即发、 即停即
走等灵活调度方式便利广场周边
游客的观光出行。

【建议】
推进综合监管大数据应用

针对非法“一日游”这一北京
旅游市场的顽疾， 一直是北京市
政协委员们关注的焦点问题，今
年，市政协更是将“关于加大力度
整顿北京‘一日游’市场的提案”
作为市政协领导重点督办提案。
赶在《北京旅游条例》实施之前，
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就此提案
进行了检查督办， 召开座谈会并

视察有关旅游购物场所。
政协委员们建议， 抓住北京

市旅游条例实施的契机， 做好旅
游市场管理顶层设计， 下决心治
理好旅游乱象； 积极搭建平台，
在加强监管的同时， 注重发挥行
业组织的自律作用， 充分调动社
会和市场的力量； 加大对现行措
施的宣传力度， 引导游客参加正
规旅行社组织的出游， 持续打击
非法 “一日游”， 营造安定有序
的旅游市场环境。

根据调研， 2015年， 北京市
旅游业总体运行良好， 实现旅游
总收入4607.1亿元 ， 增长7.6% 。
而在所有正规统计数据中， “一
日游” 无法精准体现， 对市场的
规范管理造成前置性障碍。

委员们认为 ， 今后 “一日
游” 市场将继续火爆， 利润空间
加大 。 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
来， 旅游将从以多地区、 多城市
串联在一起的线状为主， 转变为
以一个区域、 一个城市为主的块
状为主 ； 从以旅行社组织 、 安
排、 接待的包价游， 转变为以游
客自行安排、 组织和直接寻求交
通、 餐饮、 住宿、 观光、 娱乐、
购物等为主。 对于北京而言， 随
着京津冀旅游的进一步发展， 以
北京为集散地， 面向京津冀地区
的一日游， 将进一步被强化。 造
成交通衔接和信息咨询服务两个
“真空” 将越来越大。

根据调研， 市政协发现， 当
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旅游正规
服务的供给小于旅游市场的需
求， 正规 “一日游” 供给不足，
使得 “非法一日游” 有了生存空
间； 二是北京地域广阔、 旅游产
品丰富而多样等， 大多数游客对
景点、 交通、 信息等无法有效组
织， 客观上存在对旅游服务商的
依赖性 ； 三是旅游管理涉及旅
游、 公安、 工商、 交通、 城管等
多部门， 协调困难、 监管繁琐，
黑 “一日游” 屡禁不止。

为此， 今年北京市旅游委加
大了北京 “一日游” 市场管理力
度。 今年前5个月，受理有关非法
“一日游”投诉435件，与去年同期
相比下降了47.3%。 市旅游委还与
途牛合作开发了“北京‘一日游’

旗舰服务平台”。 数据显示，通过
网络报名参加非法“一日游”的游
客已经从以前的80%下降到10%
左右。 据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7年1月1日至5月31日
北京全市共受理有关非法 “一日
游”投诉435件，同比2016年的825
件，下降47.3%。

8月1日 《北京旅游条例》 正
式实施， 政协委员们建议， 抓住
北京市旅游条例实施的契机， 做
好旅游市场管理顶层设计， 下决
心治理好旅游乱象。 同时， 委员
们提出要创新工作手段， 开启旅
游监管的新革新。

委员们还建议， 推动成立北
京市旅游购物退货监理中心。 注
重从治本层面建立长效管控机
制 ， 解决对旅游购物场所的监
管问题。 实施旅游购物退货 “快
处快赔” 机制； 构建旅游购物场
所监控视频和旅游车辆车载视频
系统， 对旅游购物及车辆实施动
态化、 全过程监控； 联合有关部
门加强旅游购物企业增值税发票
管理， 使未经等级认定的旅游购
物企业不得接待旅游团队； 同时
积极通过各种宣传方式 ， 公布
“一日游” 警示及投诉退货等受
理电话， 公布日均最低消费参考
价和旅游线路产品诚信指导价。

此外， 利用新技术手段设立
北京旅游监管大数据库。 所有涉
及到北京“一日游”违法人员录入
数据库，与个人诚信系统关联；推
进旅游综合监管大数据应用，推
动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 建立支
持连续、 低价值密度数据处理的
高性能流式数据处理系统， 综合
分析旅游服务市场主体经营行为
的合规合法性， 及时有效识别违
法违规经营行为， 提升旅游执法
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探索建
立旅游服务主体泛义征信正面及
反面清单机制， 推进旅游服务主
体泛义征信 “互联网+”服务 ，结
合位置等互联网使用场景， 开展
精准信息推送， 引导游客消费前
开展征信查询。 以试点平台为基
础， 打造服务全国的旅游经营主
体泛义征信云平台， 全面推广旅
游经营主体泛义征信服务， 促进
北京市旅游市场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