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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万游客海外过年创新高
如何避开陷阱别“堵心”？

中国旅游研究院和携程联合发布 齐的出境游市场，“预付费后行程难兑
的《2018春节出境旅游趋势预测报告》 现”“ 高、低价团费游客被拼团游览”
显示，春节出境游将在去年615万的基础 “强制购物仍存、自费项目不减”等乱
上增加至650万人次，规模为历史之最。 象频出，游客在选择出境游时一定要
但记者日前采访发现，在良莠不 谨慎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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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奖结合破
除恶性循环

记者了解到，去年5月，国家旅游
局印发《关于持续深入开展旅游市场
秩序整顿“春季行动”的通知》，要求
上海市民沈明去年底在由悦行信 而申请退款后，客户端退款界面一直显
各地把出境游市场中涉嫌“不合理低
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运营布拉旅行 示“正在处理中”，至今也未收到退款。
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作为旅游市场整
app上购买了一张年费高达3999元的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介
治的重点。此后持续开展的“暑期整
“黑金卡”。按照承诺，持卡消费者可以 绍，2017年，该委共受理有关悦行信息
顿”和“秋冬会战”四季行动，立案
享受“保障出行”“快速退款”等六项会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投诉1036件，
2911件 ， 罚 款 及 没 收 违 法 所 得
员服务，然而，沈明的VIP服务却打了 同比增长7.8倍。今年1月30日，上海市
3563.46万元，吊销营业许可证52家。
水漂。
公安局通报称，浦东公安分局已对布拉 甩脸子。行程里写的南湾包含‘玻璃 物团，在外面又很难维权。”
专家指出，出境旅行社和导游领
沈明告诉记者，她预订了越南的一 旅行公司立案侦查，公司2名实际经营 船底’看鱼的项目，实际却是自费。”
一位出境游旅行社领队告诉记 队是组织出境游的重要“源头”，在出
款行程，并支付费用12276元。订单显 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刑拘。
“第一次去日本，行程安排太差， 者，东南亚、日本等热门出境游目的 境游市场秩序维护、游客权益保障中
示成功，依据会员用户“境外机票+酒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上海、北京 基本每天都在赶路去免税店和奥莱 地是强制购物、擅自更改行程的高发 发挥着重要作用。只有用监管、教育
店产品提前30个工作日预约，均保障 等多地都发生了类似的“行前圈钱，出 购物，景点时间各种压缩，富士山只 地。“做这些国家和地区线路的旅行 等多种方式方法把好“源头”这一关，
出行”的协议约定，沈明提前30天预约 游不能兑现”的情况。一些旅行社以“交 停留15分钟。”刚刚从日本返程的一 社很多，常常以低价竞争客源。由于 才能减少甚至避免出境游乱象再生。
出行计划时，却被客服告知预约失败。 押金送旅游”等形式变相从事不合理低 位游客感叹，除了饭店自带的早餐， 语言不通，很多首次到访的游客多少
此外，一些旅游业从业者认为，
旅行成了泡影，布拉旅行承诺的 价游，不少消费者缴纳几万元至几十万 晚餐一概没有，几顿午饭简直不能更 都有过‘挨宰’的经历。”
要定期发布出境游旅游经营服务不
“快速退款”也没有兑现。包括沈明在内 元不等的“押金”，期待着每年以“收益” 寡淡，好几个团友都自己出去买麦当
中部一家规模较大的旅行社负 良信息记录和典型案例，起到震慑作
的不少消费者反映，在多次预约不成功 形式出境游，最终损失巨大。
劳了。
责人表示，出境游市场中，同质化的 用；另一方面，可推出优秀出境游旅
北京人徐爽去年出游泰国的经 旅游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大型和小型 行社和导游领队的奖励办法，对表现
历更让她“难以理解”，“ 如果你觉得 旅行社都忙着抢占有限的市场份额， 优异的团体和个人进行奖励，用激励
行程之中屡遭“■途”
想花多点钱住的好点、吃的好点，那 竞争意识大于抱团发展意识。“另一方 的方式净化出境游市场。
与“行未远，先被骗”不同，一些游客 冲去了，结果真是太糟了。”北京市民李 真是大错特错。”徐爽告诉记者，她和 面，许多旅行社缺乏创新能力，无法为
上海市消保委提示消费者，应选
满怀欣喜踏上异国他乡，却被临时拼团， 聪回想起年初的巴厘岛之行仍难掩不 家人报了一个相对较贵、行程里只有 自由行客户定制创新产品，不少旅行 择规模较大、资质合法、信誉良好的
遭遇强制购物，回国后倒出一肚子苦水。 满，
“许诺的是无购物、没有自费项目， 一处购物点的团队游产品，“ 但到了 社只能在传统模式里越陷越深，旅游 旅游服务经营者。在购买旅游产品
“我们明明是报的4200元的团，却 但实际上是一两个景点穿插在全天购 目的地才发现，这个团去的景点、住 产品的质量越来越低，旅行社也不挣 时，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切勿盲目
在当地和2900元的团拼在一起，兴冲 物中，而且是强制的。不买的话，地接就 宿餐饮条件中有的还不如低价的购 钱，形成恶性循环。”上述负责人说。 追求低价。
（ 新华社 ）

旅行社无法兑现会员承诺

新华社电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13日
公布，2017年底，香港人口的临时数字为
740.98万，增长率为0.4％。
数据显示，2016年底至2017年底，香港
人口自然增长1万人。持“单程证”（即前往港
澳通行证）来港人数为4.7万人，超过2.43万
人移出香港，令净迁移人数为2.26万人。
香港人口依照“居住人口”进行统计，涉
及“常住居民”和“流动居民”。2017年底总人
口临时数字中，常住居民为718.26万人，流动
居民为22.72万人。
根据惯例，香港每次发表最新的人口数
字是“临时数字”，修订数字将在6个月后公
买年货 迎佳节
布。本次临时数字发布后，修订数字将于8月
2 月 12 日 ， 消费者在浙江省东阳市东阳商城选购
公布。2017年年中人口修订数字为739.17万
人，2016年年中至2017年年中的人口增长率 灯笼 、 中国结等新春饰品 。 春节将至 ， 浙江东阳城
乡年货市场销售红火 。 新华社 发
修订为0.8％。

我和樱花有个约会：春游日本

+白川乡深度7日游
日本本州
3月16日 3780元/人
扬州中旅独家自组，扬州起止

广告

孙政才涉嫌受贿案
侦查终结提起公诉

新华社电 记者从最高人 一分院向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
民检察院获悉，第十八届中共 法院提起公诉。
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市委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
原书记孙政才涉嫌受贿一案， 依法告知了被告人孙政才享有
由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 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
经依法指定管辖，移送天津市 孙政才，听取了其辩护人的意
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 见。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
诉。近日，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 院起诉指控：孙政才利用其担

任中共北京市顺义区委书记、
北京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农
业部部长、中共吉林省委书记、
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
记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
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巨额财
物，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
刑事责任。

中宣部原副部长、网信办原主任

鲁炜严重违纪被双开

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 律，频繁出入私人会所，大搞特 识”个个皆无，
“六大纪律”项项违
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中央 权，作风粗暴、专横跋扈；违反组 反，是典型的“两面人”，是党的十
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 织纪律，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 八大后不收敛、不知止，问题严重
原主任鲁炜严重违纪问题立案 说明问题；违反廉洁纪律，以权 集中，群众反映强烈，政治问题与
审查。
谋私，收钱敛财；违反工作纪律， 经济问题相互交织的典型，性质
经查，鲁炜严重违反政治 对中央关于网信工作的战略部 十分恶劣、情节特别严重。依据
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欺 署搞选择性执行；以权谋色、毫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
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妄为，妄 无廉耻。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 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
议中央，干扰中央巡视，野心膨 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 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
胀，公器私用，不择手段为个人 嫌受贿犯罪。
予鲁炜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造势，品行恶劣、匿名诬告他人， 鲁炜身为党的高级干部， 收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拉帮结派、搞“小圈子”；严重违 理想信念缺失，毫无党性原则，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
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群众纪 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四个意 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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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特色 ：
日式料理，独特味道的和风物语，让人心灵升华的
特别说明 扬州起止 ， 特选东方航空正班机 神社寺庙、琳琅满目的商品，古典与时尚、历史与
直飞 ；每人两件23公斤的行李额 ，安全舒适 ！
现代在这个国度交汇共生却不突兀。你可以领略
特别亮点 特别安排 “ 一辈子要去一次的 ” 世 东京的都市繁华，饱览富士山的宁静壮阔，品味京
界文化遗产 、童话小村庄 ：白川乡合掌村 ；
都的古韵风情，感受现代与传统的交织融合。樱
特别安排 最美日本春天赏樱名所 ： 上野公 花、温泉、雪山、神社、海岛、宅文化……
新华社电 日前，经中共中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侵吞巨 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
园 、圆山公园 、大阪城公园 、富士山 ……
央批准，中共中央纪委对山东省 额公共财物涉嫌贪污犯罪，为 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季
自由购物 无自费 ， 无任何强制购物 ； 大阪心
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季缃绮 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 缃绮开除党籍处分，由监察部
斋桥 、东京银座等SHOPPING名所自由游购 。

山东省政府原副省长

季缃绮严重违纪被双开

日本季节分明，四季不同之景，在这里体现
得尤为明显。春日里上野公园中飞舞的樱花吹雪，
镰仓海边泛着柠檬气息的灿烂盛夏，与恋人携手
散步在京都枫红的金秋，披上一身绚烂的和服踩
在冬日落雪的木桥上，泡在热气腾腾的温泉里。春
观夜樱、夏看碧海、秋见红叶、冬踏落雪。不论春夏
秋冬从南到北都有数不尽的风情，再加上诱人的

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 涉嫌受贿犯罪。
报国务院批准，给予其开除公
季缃绮身为党的高级领导 职处分；免去其第十一届山东
经查，季缃绮严重违反政
治纪律，转移涉案款物，对抗组 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贪欲膨 省委委员职务；终止其山东省
织审查；违反组织纪律，不按规 胀，中饱私囊，严重违反党的纪 第十一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
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 律，并涉嫌违法犯罪，性质恶 缴其违纪所得；将其涉嫌犯罪
洁纪律，收受礼品，低价购买住 劣、情节严重。依据《中国共产 问题、线索及所涉款物移送有
房，违规持有非上市公司股份。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 关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