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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奉永成

9月27日是世界旅游日。 秋高气爽
的天气和即将到来的黄金周， 又一次
使“出门旅游”成为热点话题。

8月27日，我国《旅游法》（草案）首
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草案对
社会反映最强烈的旅游市场秩序混乱
问题进行了必要规范，比如强迫购物、
甩团等， 这无疑剥开了一直横亘在游
客和导游之间的伤疤。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如果两者相
互能多点理解， 其实这个伤疤也没有
那么痛。

组团旅游的“痛”
8月初，长沙市民李先生通过旅行

社组团，参加了6天5晚的新疆游。 旅行
社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到旅游目的地
后入住的是挂牌三星级酒店， 但是李
先生发现， 他入住的所谓 “三星级酒
店”，竟是个卫生条件很差的普通招待
所。 为此他带头抗议入住，从晚上10时
一直跟导游僵持到凌晨两点， 最终双
方都让一步， 导游重新安排一家条件
较好的无星级酒店， 李先生也不再纠
结酒店的星级。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 差不多
有一半通过旅行社报名组团的游客 ，
因行程变更、食宿标准降低、购物和时
间安排等问题， 与旅行社和导游产生
过分歧，给本来愉快的旅程添堵。 有些
因双方沟通顺畅，矛盾得以化解，也有
些因双方互不相让，最终撕破了脸皮，
游客或投诉，或起诉进行维权，不仅没
有留下美好的回忆， 反而在心里留下
隐隐的痛。

在湖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7
月公布的 “2012年二季度湖南省旅游
投诉情况通报”中，二季度 ，全省共收
到有效旅游投诉100件，投诉旅游行程
中降低等级标准12件， 占受理案件总
数的12％；投诉旅行社未经游客同意擅
自增减项目15件， 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15%； 投诉导游服务质量问题13件，占
受理案件总数的13%；投诉旅游过程中
延误变更日程的6件，占受理案件总数
的6％；因其他原因引起的投诉57件，占
受理案件总数的57％。 在所有投诉中，
投诉旅行社39件， 占受理案件总数的
39％；涉及旅行社和导游的投诉占主要
部分， 而国内旅游投诉案件中更是以
投诉旅行社及导游为主， 内容主要涉

及导游服务质量差 、
行程变更及降低等
级标准等。

在 旅 游 业 日 渐
成为部分地方支柱
产业的同时 ，导游成
了不少人得以谋生
的职业 ， 到去年底 ，
湖南拥有导游资格
证的人数达 5万 ，其
中持证的导游已经
超过32000人。

旅 游 不 仅 成 了
市民日常生活中不
可缺少的元素 ，也成
了政府部门财政收
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据 湖 南 省 旅 游
局 统 计 ，2011年 ，全
省接待入境旅游者
220万人次 ， 实现入
境旅游收入 10.65亿
美元；接待国内旅游
者2.45亿人次， 实现
国内旅游收入1652亿元； 全年共实现
旅游收入1740亿元人民币 ，2012年湖
南省旅游市场计划实现旅游总收入
2100亿元人民币。

“旅游是块大“蛋糕”，希望大家吃
出的更多是和谐、快乐，而不是矛盾所
造成的伤痛。 ”省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将从游客的利益出发，进一步
加大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游客不爽，导游为何也无奈
旅游本来是放松心情、 缓解压力

的旅行， 但经常会有游客在旅行途中
与导游发生摩擦而心生不爽。 家住长
沙市井湾子的退休老人刘桂芳， 就遇
到了一次这样的不愉快旅行。

“一家旅行社在社区布点，组织退
休老人去凤凰玩 ， 三天两晚只要298
元。 ”刘桂芳告诉记者，她觉得价格合
算，同行的又都是社区的老邻居，就报
了名。 去的当晚， 导游在车上告诉大
家， 晚上有一场体现当地民族风情的
篝火晚会， 到凤凰不看这场晚会等于
没来，门票很紧张，现场买不到 ，导游
手中有团体票， 可以打折，52元一张，
现场买票要90多元， 当时很多人就买
了。 刘阿姨不确定去不去，没有买，到
了酒店，她随口问了句前台的服务员，
有没有篝火晚会的门票， 让她没想到

的是，酒店不仅有门票，还比导游的价
格便宜20元。

这事让导游知道了， 当时就拿脸
色给她看。 晚会结束回酒店的时候，刘
阿姨还没登上大巴车， 导游就跟司机
说，人到齐了，开车！ 在老邻居们的要
求下，导游才让司机打开门。 之后的旅
行中，导游一直对刘阿姨不管不问。 这
趟旅行，刘阿姨不仅没有放松心情，心
情反而更糟糕。

在组团旅行中，因为不购物、不消
费而遭导游白眼、被导游故意 “整 ”的
事情，层出不穷。 更有甚者，因为不消
费被导游含沙射影地谩骂， 甚至弃团
而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但这些事情 ，在导游王露 （化名 ）
看来，身为导游，实属无奈。

“没有哪个导游愿意跟团员交恶，
不仅影响自己的声誉，一旦被投诉，还
可能面临重罚， 甚至永远离开导游行
业。 ”王露告诉记者，目前旅游行业里
导游先自己垫付人头费的潜规划 ，使
得导游压力过大， 很多情况下都是被
逼无奈。

王露以刘阿姨的事情为例， 解释
导游的无奈。

刘阿姨所交的298元， 包括3天的
餐费、交通和两晚的住宿，按目前的市
价，以30人为一个旅行团来计算，一台

大巴3天的费用最低需要3000元； 早、
中、晚3餐每人一天需要20元 ，餐费共
需1800元； 住宿每晚每人70元， 共需
4200元；再加景点门票，旅行社等于是
赔钱赚吆喝， 但旅行社是不会做赔本
生意的。

导游要接刘阿姨这个团， 就必须
向旅行社先交人头费买团， 每人约70
元左右，再加上看表演、购物和景点的
返还，旅行社实际上是可以赚钱的。 导
游交了人头费后，压力自然就有了，必
须靠带游客去自费景点、 购物拿返点
来赚钱。

“因此刘阿姨的举动，当然会引起
导游的不满， 但是导游的压力又有谁
知道呢？ ”王露介绍，导游交人头费买
团，已是行业不成文的潜规则，在经济
压力下，就会出现导游对游客不购物、
不消费的不满情绪， 一旦导游带的团
没有一点消费， 那么接团时所交的人
头费，就必须由导游独自承担。 “不仅
付出了劳动，还要亏钱进去。 ”王露向
记者坦言， 她现在虽然在导游行业中
颇有口碑，但是在入行之初，她也曾有
过因为团员不购物而甩团的事情。

相互理解，和谐出行
在《旅游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

常委会审议之后， 记者联系了我省三

家颇有影响的旅行社负责人， 但是他
们异口同声地以旅游旺季到来太忙为
由，拒绝了采访。 一位不愿意透露单位
和姓名的旅行社负责人告诉记者，导
游在人头费的重压之下， 变相增加自
费景点、进购物店等举动，看起来是无
奈之举， 但作为处于导游经济链上游
的旅行社，他们觉得自己更无奈。

“旅游业看起来红火，但是旅行社
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 ”这位负责人
告诉记者，不少旅行社为了招揽生意，
不断推出“零消费团 ”、“纯玩团 ”等招
式吸引顾客，价格也越压越低。

以暑假期间厦门游为例， 五天四
晚双飞纯玩团， 有旅行社最低报价为
2000元 ， 而长沙到厦门的往返机票 ，
在暑假期间打折后还要1600多元， 虽
然旅行社可以拿到团队协议价， 但也
便宜不了多少 ， 再加上当地的交通 、
吃住等费用， 旅行社肯定要赔钱。 这
时只有将团直接卖给当地的旅行社 ，
当地旅行社接到团后， 便向导游收取
人头费、 拿返点， 否则接一个团就要
亏一笔钱。

“这种情况的出现，都是行业无序

竞争而出现的畸形潜规则。 ”这位负责
人说。

当这种情况一时难以改变时 ，就
需要双方的相互理解， 才能达到愉快
的和谐之旅。

“在购买一点当地特产等小物品
时， 我会尽量到导游安排的购物店去
购买，只要觉得货真 ，价不离谱 ，还是
能接受的，导游也要生活啊。 ”陈先生8
月份去了一趟新疆， 他给同事们带回
来的葡萄干， 就是在导游推荐的地方
购买的。 “前年一位同事自己去新疆，
花了1万多，今年旅行社给他的报价是
6000元。 ” 陈先生查了一下当时的航
班，他发现光机票钱就要4000多。 他觉
得很划算，整个旅程他玩得愉快，导游
也开心。

“目前，各大旅行社除积极准备即
将到来的黄金周外， 也在静观旅游法
草案的进展。 旅游法的出台，可以规范
旅游市场，不再像现在这样恶性竞争，
也可以避免游客和旅行社、 导游之间
的纠纷。 ”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不光
是游客盼望着《旅游法 》早日出台 ，其
实旅行社和导游也在盼望着。

“希望《旅游法》的出台，可以逐渐
消除行业潜规则， 导游可以成为真正
的讲解员、服务员和引导员，而不再背
着经济债上岗， 那样我们的服务肯定
会到位得多。 ”王露说。 在《旅游法》出
台前， 她们很希望游客对导游多一分
理解。

组团旅游：怎样少些“痛”

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景区， 游客排队等候参观。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资料照片）

8月27日，《旅游法》（草案）首次
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旅游管
理部门、 旅游行业和广大旅游者一
直期盼的《旅游法》终于浮出水面。

1、草案提出 ，旅行社安排旅游
者在指定场所购物、 强迫或者变相
强迫购物、 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的，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初犯的并处停业整顿；再
犯的吊销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和
相关人员的导游证、领队证。

2、草案提出 ，旅游经营者及从
业人员违法索取小费的， 由旅游行
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 对旅游
经营者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
款， 对从业人员处1千元以上3万元
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旅行社
业务经营许可证；导游人员、领队人
员违反规定情节严重的， 吊销导游

证或者领队证。
3、草案提出 ，景区门票价格变

动应提前6个月公布。 景区应当明示
另行收费的游览项目。 景区部分核
心游览项目因故不能开放或者无法
提供服务的， 应提前告知并相应减
少收费。

4、草案提出 ，无正当理由拒绝
履行合同，应当赔偿旅游者的损失，
造成旅游者人身伤害、 滞留目的地
等严重后果的， 还要支付旅游费用
一倍以上、 三倍以内的惩罚性赔偿
金。 对于拒绝履行合同的旅行社或
导游， 由旅游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
正， 对旅行社处5万元以上20万元
以下罚款、 停业整顿， 对导游人员
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暂扣
导游证1个月至3个月； 造成旅游者
滞留目的地的， 吊销旅行社业务经
营许可证和导游证。

■链接：
《旅游法》（草案）相关条款

强迫游客购物旅行社或将被罚20万元

9月20日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拍摄的庭审现场。

据新华社昆明9月18日电 随着 “10·5” 湄公
河惨案告破， 糯康武装贩毒集团主要成员悉数落
网， 为害湄公河的这个祸患被彻底摧毁。 公安部
专案组向记者介绍了糯康及其团伙的有关情况。

糯康，男，1969年生，缅甸籍，掸族，曾居住于缅
甸掸邦北部勐耶镇第7区第2街区。

糯康身高1.68米，体态中等，外号“教父”，吸食毒
品，通缅语和泰语。糯康原系泰缅边境民族地方武装坤
沙部下，是负责招兵动员的基层士兵，1996年坤沙向缅
甸政府军投降后，糯康在缅甸大其力投降。

后来， 糯康陆续收编坤沙残余人员并逐渐坐
大， 形成盘踞在湄公河流域金三角地区的武装犯
罪势力。 据可靠的信息， 糯康犯罪集团比较固定
的成员有100多人。

缅甸、 老挝和泰国交界的金三角地区， 是声名远
播的世界毒源地。 糯康集团逐渐发展成金三角地区最
大的武装贩毒集团， 配备AK47、 M16自动步枪、 手
枪、 火箭筒、 机枪、 手雷等武器， 长期盘踞在湄公河
流域金三角地区， 大肆从事绑架杀人、 抢劫商旅、 制
毒贩毒、 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昆明9月20日电 广受社会关注的湄公
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 即被告人糯康 、 桑康·乍萨 、
依莱故意杀人、 运输毒品、 绑架、 劫持船只， 被告
人扎西卡、 扎波故意杀人、 绑架、 劫持船只， 被告
人扎拖波劫持船只一案， 20日在云南省昆明市中级
人民法院依法开始公开开庭审理。 该案中， 被告人
糯康系缅甸国籍， 桑康·乍萨系泰国国籍。

公诉机关指控：一、2011年9月底至10月初，长期盘
踞在湄公河流域“散布岛”一带的糯康犯罪集团，为报复
中国船只被缅甸军队征用清剿该组织， 同时为获取泰
国不法军人的支持，被告人糯康先后与被告人桑康·乍
萨、依莱及涉嫌参与本案的翁蔑、弄罗（2人均另案处理）
策划劫持中国船只、杀害中国船员，并在船上放置毒品
栽赃陷害船员。在糯康的指挥下，翁蔑带领温那、碗香、
岩湍、岩梭等人（均另案处理）于2011年10月5日早，持枪
劫持了中国船只 “玉兴8号”、“华平号”， 捆绑控制了船
员，并将事先准备好的毒品放置在船上。被告人扎西卡、
扎波、扎拖波接到翁蔑通知后亦参与武装劫船，并将船
只劫至泰国清莱府清盛县央区清盛一湄赛路1组湄公
河岸边一鸡舍果树处停靠。翁蔑、扎西卡、扎波等人在船
上向中国船员开枪后驾乘快艇逃离。 后泰国不法军人
向两艘中国船只开枪射击，尔后登船继续射击，并将中
国船员尸体抛入湄公河。

二 、 糯康犯罪集团长期在湄公河流域非法拦
截、 检查往来船只、 强取财物。 2011年4月2日， 被
告人桑康·乍萨与涉嫌参与本案的翁蔑 （另案处理）
及被告人扎西卡、 扎波等人， 将中国货船 “渝西3
号” 船长冉某某及老挝客船 “金木棉3号” 船长罗
某某劫持为人质。 2011年4月3日， 糯康犯罪集团成
员又劫持中国货船 “正鑫1号”、 “中油1号”、 “渝
西3号”， 将15名中国船员扣押为人质。 后 “正鑫1
号 ” 货船出资人被迫交付赎金2500万泰铢 ， 罗某
某、 冉某某、 “正鑫1号” 船长获释。 3艘中国货船
及船员被缅甸政府解救。

湄公河中国船员遇害案
一审开庭

■链接：

糯康武装贩毒集团

20日上午，备受关注的湄公河“10·5”案
件在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在
法庭调查环节， 被告人糯康面对故意杀人、
运输毒品、绑架、劫持船只犯罪的指控，闪烁
其词，不予正面应答。桑康·乍萨、依莱等其
他5名被告供述了参与犯罪的过程， 并指证
糯康是糯康武装贩毒集团的首领、 湄公河
“10·5”案件和 “4·02”绑架中国船员并勒索
2500万泰铢案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当日9时34分，庭审正式开始。审判长宣

布传6名被告人到庭， 糯康、 桑康·乍萨、依
莱、扎西卡、扎波、扎拖波被法警依次带入法
庭被告席就座。

法庭向被告人、受害人、刑事附带民事
诉讼原告人及其代理人宣读了他们分别依
法享有的权利。 公诉人宣读了变更起诉书。
随后，进入法庭调查环节，桑康等5名被告人
被带出法庭候审，公诉人和辩护人等首先对
糯康进行讯问。

讯问过程中， 糯康承认自己是集团首

领，“他们都叫我老大”， 并承认主要成员有
桑康、依莱和翁蔑。但随后，他称自己平时在
寨子里，不在湄公河上活动。当公诉人问其
有没有参与“10·5”案件时，糯康回答：“我没
有和他们去，是他们自己做主去的。”他还否
认参与案件策划和指挥。

公诉人表示， 将在质证环节向法庭全面、
完整地出示被告人糯康犯罪的有关证据。

随后 ，公诉人就 “4·02”案件对糯康提
问。糯康称事后才知道这件事，听说是依莱、
翁蔑他们做的，“事先他们没告诉我”。 他还
称不知道有没有收到赎金。

接下来 ，法庭依次对桑康 、依莱 、扎西
卡、扎波和扎拖波5名被告人进行了讯问。这
5名被告分别供述了参与 “10·5”案件和 “4·
02” 案件的过程， 并指证糯康是集团首领、
“10·5”案件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桑康在法庭上交待，“10·5”案件是糯康
决定要干的，原因是中国船只在湄公河上下
不交保护费，还曾拉着缅甸、老挝的兵来攻
打糯康集团基地散布岛。

桑康称，10月5日当天他在散布岛上，翁
蔑带队劫船杀人，依莱负责放眼线。当天翁
蔑给他打过两次电话，第一次说“船已经到
了”，第二次说“已经完事了”，桑康说“完事
了你们就回来吧”。翁蔑回到散布岛上，先向
桑康报告了情况，再向糯康作了报告。

依莱交待，他在集团里负责放眼线、搜集
情报和收取过往船只的保护费，集团首领是糯
康，所有行动都要经过糯康同意。在“10·5”案
件中，依莱根据糯康安排做了三件事：一是布
置眼线，二是和弄罗（另案处理）一起跟泰国军

人联系，三是踩点选定停船杀人的地点。
依莱还交待， 跟泰国军人的交换条件

是：糯康的人把毒品放在船上，让泰国军人
来查获毒品，他们查到毒品可以立功；泰国
军人给糯康的好处是在清盛港划一个码头，
方便出入，并提供一些武器和弹药。

桑康和依莱交待，案件发生后糯康在散
布岛召集开会，说岛上不能呆了，要到山上
去。他给手下发了一些钱，还说想回寨子里
的人把名字报上来，可以回寨子里去。

扎西卡、扎波和扎拖波交待，糯康是组
织的首领，桑康、翁蔑等人都听糯康的，他们
三人是翁蔑的手下。10月5日，他们接到翁蔑
通知后赶到弄要参与劫船。扎西卡和扎波参
与了杀人，他们当庭演示了杀人的动作和位
置，但表示受到了翁蔑的胁迫，如果不开枪
就要被打死，其中扎波还被翁蔑用枪托砸掉
了一颗牙齿。扎拖波负责在快艇上望风和警
戒 ，没有开枪杀人 。他们说 ，案发后回到岛
上，糯康训话说“今天杀中国船员的事不能
说出去，谁说出去就打死谁”。

在法庭上， 桑康等人分别表示了认错或后
悔。桑康说：“我已经错了，不能再重复犯错误。”
依莱说：“我知道错了， 希望中国对我的罪行从
轻处理。”扎西卡说：“我错也错了，但我是被逼
的，希望13名被害人家属不要太记恨我。”扎波
说：“我已经错了，只能为他们祈祷、祈福……”

“10·5”案庭审预计持续3天 。首日庭审
秩序井然。缅甸、老挝和泰国等国驻华领馆
官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媒体记者及各界
群众300余人旁听了庭审。

（新华社昆明9月20日电）

湄公河“10·5”案件首日庭审结束后 ，
有关方面专门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参加该
案庭审活动的公诉人、辩护律师、代理律师
以及法院新闻发言人、 案件侦查部门负责
人等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

侦查机关：
有足够证据证明糯康罪行
针对被告人糯康在庭审过程中未正面

回应公诉机关指控， 云南省公安厅法制总
队总队长聂涛认为， 这进一步证实糯康作
为集团犯罪首要分子的狡诈， 体现了糯康
不敢面对庄严的法庭， 以及可能受到的严
厉法律惩罚。

聂涛认为， 公安机关之前进行了大量
的调查取证工作， 有足够证据证明其罪行
及其地位作用。 公诉机关也将在下一阶段
的庭审中， 出示大量证据证明其犯下的罪
行。

辩护律师：糯康说话比较绕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林丽是糯

康的辩护律师。她说，自8月13日接受法律
援助中心指派之后，会见了糯康3次。

“糯康跟我表达的想法很多。 他这个
人说话比较绕。 他问起诉书涉及的罪名以
及会判处什么刑罚， 我都告诉了他。” 林
丽说。
公安部官员：被告人国籍问题

均向有关国家确认
针对起诉书中提到的糯康国籍问题，

公安部禁毒局情报中心副主任韩旭光介绍
说，进入诉讼程序后，有关部门向缅甸驻昆
明领事馆发出照会， 领事馆已正式回复说
糯康为缅甸籍。 缅甸当时通过国际刑警向
糯康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也显示其为缅甸
籍。

关于桑康， 云南省公安厅也向泰国领
事馆发出照会，得到回复称其国籍为泰国。
依莱确定为无国籍。扎波、扎西卡自报缅甸
籍和老挝籍，但金三角地区生态复杂，这些
人并没有正式的户籍手续， 因此确定为户
籍不明，这也符合法律手续。

代理律师：请求民事赔偿数额
将根据庭审情况调整

针对该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有关赔偿
数额问题，委托代理律师潘克表示，代理意见
将根据庭审情况来调整。由于案件的特殊性，
在请求赔偿方面的确存在一些困难。

“我们将在法律框架内找到能够给予
最大赔偿的法律依据。 我相信民事判决能
够得到落实和执行。”潘克说。他还表示，今
天整个庭审中， 他的当事人也做了一些发
言，法庭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相
信民事部分法庭能够给予公正的审判。

审理法院：法庭安保有所加强
针对法庭安保问题， 昆明市中级人民

法院新闻发言人蔡顺斌说：“每个案件都会
涉及相关安保处置，因为此案影响重大，涉
及外籍被告人，安保有所加强。对被告人的
羁押、法庭安全都采取了安保措施，在确保
整个行程安全的同时， 也要防止被告自杀
自残等。” （新华社昆明9月20日电）

湄公河“10·5”惨案庭审首日现场直击

湄公河“10·5”案庭审首日答记者问

法警将被告人押至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