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辉旅游】

行 业 资 讯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19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93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1 -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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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办：辉旅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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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旅游才能为气质加分
姑娘~不是哪都可以抖。两名中国女性游客在哥打基纳巴卢的一座清真寺门口跳热舞，

并拍下视频在社交网络上疯传。

此行为立马就导致清真寺在事发的第二天暂停接待游客，两名中国女子之后被罚款后遣

返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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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哥打基纳巴卢总领事馆针对此事专门提醒中国游客要注意文明举止。

天上打架争高下

芽庄飞杭州航班，有两名乘客打架，结果双双被请下飞机并被罚款...中国游客在泰国

航班上因换座位打架，该航班在泰国机场延误了一个小时才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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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塞班飞上海的航班上，出现多位中国乘客互殴的场面。现场目击者称，双方为争饮

料发生纠纷。

在飞机上发生口角纠纷，大打出手事件真不少，还导致飞机被迫返航。。。大批游客耽

误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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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扔垃圾太可怕

潜水去看鱼，结果捞到“中华”烟盒

朋友啊，去别人家做客咱客气点!

一名在日本开民宿的中国老板发文称，三名中国女游客入住他家民宿，离开时却将大量

垃圾扔在房间。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19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93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5 -

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中国人发疯一般撕掉免税品的包装，清洁员们默默把这些

包装在一边堆成小山一样。”同时还上传了济州机场国际线候机室里仿佛垃圾场一般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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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一位中国女游客在马尔代夫潜水时捞珊瑚，被潜水教练劝诫，希望她能把珊瑚还回大海。

中国游客在俄罗斯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著名的玻璃海滩捡拾玻璃石子并带出，破坏了海

滩环境，给当地居民造成困扰。

中国驻符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提醒中国游客不要带走玻璃海滩的玻璃石子。

文明出行才能为你的气质加分。

从我做起：了解并尊重当地民众在行为、衣着、饮食、拍照等方面的风俗和禁忌。请入

乡随俗，举止得体，注重形象，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展现中国游客的良好形象。

让世界看到最棒的我们!

【资料转引自：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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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摩爷圣地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传统

今天驼姐就来介绍一个超小众的

佤族曾经的宗教祭祀地

云南的龙摩爷圣地

龙摩爷位于中国云南省普洱市西盟县新县城附近，是佤族人居住地。佤族总人口在中国

境内约有 35 万，是一个非常注重保持自己独特传统文化的民族，至今仍保留着许多原生态

传统宗教活动，祭龙摩爷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这里供奉着超过 3600 个牛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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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盟县

西盟县城是龙摩爷圣地所在地

也是具有浓浓是佤族特色的小县城

不管是公共设施、还是商铺、住小区

处处都能见到佤族的特色和图腾

龙摩爷圣地

祭龙摩爷是云南佤族人的传统宗教祭祀活动，每逢佤族重大节日这里都会举行祭祀龙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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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的活动，目的是为了祈求山寨平安、五谷丰登、日子和顺。

佤族有一个传说，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都会来到龙摩爷。“龙摩爷”是佤语发音，“龙”

是森林，“摩爷”水牛头，意为挂牛头的森林圣地，相传是众神灵的聚集地。

当佤族民间举行重大活动、或者解决部落与部落之间复杂的纠纷时，就把水牛作为活动

最好的吉祥物，举行盛大的镖牛活动，并把牛头保存在“龙摩爷”，渐渐地“龙摩爷”里的

牛头越来越多。

祭祀时，由一名魔巴带领象脚鼓手、锣鼓手各四名在前面领路，参与祭拜的数名人员手

抬芭蕉、甘蔗、茶叶、谷子、小红米、公鸡、猪头、苞谷等祭品跟随其后，到龙摩爷圣地摆

放好祭品，怀着无比虔诚的心肃立在祭祀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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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巴根据需要祭祀的内容念祭祀咒语，杀鸡祭祀，祈求神灵庇护，并为参加祭祀的人员

发放用于祁福的麻线，让参祭人员许上自己的心愿后，将麻线挂在牛头桩上。之后，魔巴抓

起祭祀过神灵的米、茶等撒向牛头、宾客，以示吉祥。谁身上落的米、茶越多，谁得到的福

气就越多。祭拜结束后，魔巴为参祭的宾客拴线并敬水酒，以示幸福、吉祥、平安。

很久之前，祭龙摩爷活动是有猎人头祭谷的习惯。其本身也是通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

由最初的人头血祭到借头骷髅乃至今天的刻木雕人祭祀，人祭在岁月的时光中变为部分的血

祭（主要以剽牛为主）和物祭。这中间体现的是原有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之间的调和，阿

佤人“一跨越千年”的深层文化的精神层面的体现。

走入“龙摩爷”，映入眼帘的到处都是庄严肃穆、千姿百态，极具视觉冲击力和心灵震撼力

的牛头。翁丁原始部落和龙摩爷称得上是佤族文化形象双塔，二者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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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的中央是被一圈牛头围住的空地，中央是一颗神树，挂满了牛头，后面是图腾和供

桌，这里是佤族创世神话司岗里的神居住的地方，于神交流就是通过这颗树祭祀牛头后得到

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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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龙摩爷圣地

会让人对大自然产生一种敬畏之情

而佤族善歌善舞的族人

会让你感受到生活的热情与活力

在这里 多一份对美的敬畏

多一份对生活的热情

【资料转引自：旅游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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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小镇风景简直美到犯规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古镇情节。

或撑着一把油纸伞，

走在青石板的小路上；

或摇着乌篷船，诗意的穿梭而过；

或走街串巷，寻觅坊间的美味小吃；

或找一间临水的客栈，整日发呆晒太阳……

寻一静谧古镇，

享一慵懒时光。

你会爱上烟雨小楼中品茗的闲情，

爱上午后阳光下打盹的慵懒，

爱上灯火璀璨中相拥的温馨。

下面这些古镇

你去过几个？

可能还不知晓吧！

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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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还没有被人打扰

你可以张开怀抱尽情拥抱它

赶紧去吧

1.偏岩古镇

偏岩古镇，位于重庆北碚区东北部，在古镇的北处，有一岩壁倾斜高耸，悬空陡峭，所

以取名偏岩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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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保存了大量清代建筑，临河房屋悬空而建，吊脚楼样式，影子倒映在河中，古朴景

致，浑然天成，恬淡静谧，颇具“小桥、流水、人家”般的诗情画意。

环绕着古镇有一条黑水滩河，水浅而清，高度不及小腿。平缓而清凉的河滩是重庆人最喜爱

的消暑圣地。不光可以钓鱼、戏水，就连吃饭、喝茶、打麻将都搬到了小河上，非常独特的

旅行体验。

2.安徽查济

査济村位于安徽省宣城市，是目前保存较为完整的古建筑群。和江南那些被游客蹂躏踩

踏的古镇相比，查济静如处子。

古代的查济有一百零八座祠堂，一百零八座庙宇，一百零八座桥梁，孝子坊、贞节坊、

官宦牌坊十八座，在皖南，堪称第一。

如今的查济像一个熟睡的老人，在其沧桑的眉宇间透露出昔日的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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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子古镇

周子古镇位于南充县蓬安市，即便是这样，它却是汉文学家司马相如的故里，也是唐朝

画圣吴道子作画的地方，还是《爱莲说》著者周敦颐讲学之地。

这里是嘉陵江上最后的码头古镇，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古码头停泊着小船，至今还可以看

到罕见的码头集市。每年暮春，可以坐渡船看百牛渡江。能吃到新鲜的鱼干，刚出炉的方锅

盔……

4.和顺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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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顺古镇位于腾冲县，和顺寓意士和民顺，寄托了当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古镇清

溪绕村，垂柳拂岸，一派和谐的田园风光，怪不得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就专门跑来在

此取景。沿着古镇蜿蜒的巷子，你可以去探访古镇内的老屋、老街和古老的宗祠。走累了，

可以在刘氏宗祠内的茶馆坐坐，喝一杯用当地龙潭水、栗炭火烹制的茶，唇齿留香。和顺古

镇，让你的情深，让故事绵长。

5.古堰画乡

如果你问我世外桃源是什么样子，我想一定是古堰画乡的样子，它在浙江丽水，宛若从

画中走出来的古镇。你似乎听不去别人对古堰画乡的赞美，就那么看着，它就已经走进了你

的心里。

看完这些

一颗想去旅游的心蠢蠢欲动

趁繁花还未开至荼蘼

趁现在还年轻

趁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

去旅游吧

【资料转引自：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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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美小镇
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法国安纳西。

安纳西，法国东南部小城,位于罗纳-阿尔卑斯大区的上萨瓦省，这个邻近瑞士国界的城

镇，城里的瑞士风味要浓于法国风味。安纳西 Annecy 是法国阿尔卑斯山区最美丽的小镇，

人称“阿尔卑斯山的阳台”，又称“萨瓦省的威尼斯”。安纳西湖的水来自阿尔卑斯山的冰雪，

被认为是全欧州最干净的湖。即使在冬天，安纳西的山也是青的，水也是绿的，景观自然，

生活悠闲。

从西部山区来的休河流经整个老城，并在市政厅前注入安纳西湖。沿河的 小街上都是

露天咖啡馆、纪念品商店、旅店和餐馆，而楼房的拱廊前和过河的桥头上种满了鲜花。休河

中央岛上的锥形宫殿“岛宫”和老城主要小街圣克莱尔路尽头 高坡上的安纳西堡，都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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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西标志性的古代建筑，它们与城区的小街、流水、鲜花和游客构成了安纳西老城浓烈的旅

游景观。在穿城而过的运河附近，有瑞士人卢 梭过去曾经居住国的房屋。这座城镇虽然在

法国，但却能感受到瑞士的气息。

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奥地利哈尔施塔特。

哈尔施塔特镇（Hallstatt）是奥地利上奥地利州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的一个村庄，位

于哈尔斯塔特湖湖畔。提起哈尔施塔特，人们总是想起这个小镇悠久的历史以及产盐的特色，

所以这里被称作“世界上最美的小镇”或“世界最古老的盐都”。这个小镇已有四五千年的

历史了，是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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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狭长的小镇上，还能时不时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在一个路口，一块木牌上刻

有三个箭头，上面写着路的名称；一家旅馆在附近的墙上挂着一个男人在床上呼呼大睡的木

牌作为路标；一家饭店索性在外墙装饰着木头做的鱼头，告诉游人千万别错过美味；而学校、

公司等也都有各种木头标牌。

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意大利马纳罗拉。

马纳罗拉小镇位于意大利利古利亚，这是一个处于悬崖上的小镇。海边的马纳罗拉火车

站，站台上就看到见美丽风景，一路火车翻山过隧道，每到一个车站都是一片豁然开朗的海。

陡峭的山崖，满山的葡萄园，彩色的房子和清澈的海水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魅力渔村马纳罗拉是意大利北部海滨小镇五大渔村之一，但是最小的一个。彩色的建筑在意

大利充足的阳光下更明媚，人们可以在这里享受闲适的海边氛围，因为车辆是不允许进入小

镇的。游客可以坐班车、坐船或步行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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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瑞士格林德尔瓦尔德。

格林德尔瓦尔德位于瑞士艾格峰的北麓脚下，面向贝塔峰，沿着险峻的地势拥有两条冰

河。作为游览少女峰的阿尔卑斯小镇，倍受欢迎。周边的费尔斯特、曼丽、少女峰、翁根等

将这里的风景融成和谐的画卷。

格林德尔瓦尔德同样也是和策尔马特齐名的登山运动员的基地之一，除登山家们经常到

这里来以外，年纪大的人也适宜在此休养。碧蓝的天空、美丽的高山草甸、雄伟的雪山，神

奇的山地湖泊，变幻莫测的四时美景，使这里成为徒步爱好者们一年四季都能圆梦的天堂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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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在瑞士，格林德尔瓦尔德还是最受欢迎的滑雪地之一。

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法国科尔马。

科尔马（Colmar）是法国东北部阿尔萨斯的一个小镇，也是上莱茵省首府。科尔马与德

国只有咫尺之遥，莱茵河水环绕小城，使其素有“西欧威尼斯”之称。隐秘的地理位置以及

绝美的景致使得科尔马被称之为画一般的小镇。小学课本中，法国小说家都德的《最后一课》，

讲的正是这里的故事。

科尔马镇内是一个由许多不规则形状的广场组成的广阔步行区，广场之间的道路穿插着

圣马丁教堂, 人头屋等等历史名胜。伊尔河支流酪赫河从科尔马静静淌过，清清的河水荡涤

了浮躁的尘埃。科尔马仍然保留着 16 世纪的建筑风格—木筋屋，由木材搭建的多面形 屋顶，

独特的设计，每栋皆具个人品味。一座座木屋，使小城充满着浓郁的阿尔萨斯风情。可以说

科尔马是阿尔萨斯的缩影，它有过辉煌的历史，城市充满文化气 息，懂得保存及发挥古老

的建筑遗产，同时亦能给人友善热情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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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美旅游小镇推荐，中国波密。

波密县，位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帕隆藏布河北岸。 历史上的波密曾长期脱离西藏地

方政府管理，成为藏东南高度自治的一个独立王国。特殊的历史经历就造就了波密既不同于

康区、又异于工布地区独特的民俗风情。 淳厚的高原气息、浓郁的乡土特质、明丽的雪域

色彩的独树一帜的民俗风情，和孕育它色彩斑斓、光怪陆离、风情万种、无与类比的自然环

境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波 密县丰富的旅游资源，素来享有“西藏的瑞士”、“绿海中的明珠”、

“雪域的江南”、“旅游之胜地”的美誉。

在穿越川藏公路南线上，波密的出现会使你眼前一亮。这里位于雅鲁藏布江东岸，3、4月

份为桃花盛开的季节，四周高耸的雪山包围着波密小村庄，大片的桃花、油菜花、青稞把田

野染得红、黄、绿一片。这种韵味独特的美，令人欣喜若狂。

【资料转引自：放肆的张扬】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19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93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4 -

寻找亚特兰蒂斯
去年底大家聊得最多的电影就是 DC 年度压轴巨作《海王》了，有不少小伙伴甚至已经

二刷三刷！温子仁导演这部大作可谓赚足了眼球，即便到现在热度还在持续。

整部电影围绕传说中拥有高度文明的亚特兰蒂斯王国展开，温大导演凭借超强的想象力

和镜头表现力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奇幻闪耀的海底世界。看过电影的朋友对那古老与现代完美

结合的亚特兰蒂斯王国一定印象很深刻。当然，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已经无迹可寻，但我们

却可以在集奢华和灵气于一身的三亚•亚特兰蒂斯领略到真正鲜活的亚特兰蒂斯世界！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19年 3月 第 5期
总第 93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25 -

三亚·亚特兰蒂斯度假村坐落在三亚海棠湾，从三亚凤凰机场出发一路朝海棠湾的方向

驱车 40 分钟即可到达。作为一个综合性娱乐度假村，三亚·亚特兰蒂斯不仅具备高端酒店

的奢华品质，同时还构筑了一个充满想象和乐趣的世界，入住这里如同开启一场奇妙的海洋

之旅，你可以足不出户在房间里看海底世界，也可以漫步于“失落的空间水族馆”，探寻在

海底隐藏了千年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值得一提的是，三亚·亚特兰蒂斯有超丰富的水上游乐

项目和儿童乐园，很适合亲子旅行，小朋友在这里也能享受到丰富的乐趣。

一进大堂就感受到了度假村的奢华，大堂华丽的格调中透露着雅致，最特别的设计就是

海螺纹路造型的环形楼层，从下往上看很恢弘大气，淡蓝色的光里流露出海洋的气息。

大堂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下沉式的 lounge 里有一整面的玻璃墙，可以看到游鱼穿梭的海

底世界，这样的体验在中国仅此一家！

美食是三亚旅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体验部分，有多少人是为了阳光沙滩来三亚，就有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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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人是为了美食来到三亚。三亚·亚特兰蒂斯拥有 21 个餐饮点，无论是海底餐厅的美味

珍馐，或是池畔边的日落茶饮，都是令人难忘的体验。

特别推荐这里的奥西亚诺海底餐厅，这家餐厅在整个三亚都很有名，很多来三亚玩的人

即使不住在这也要专程赶来打卡！走进餐厅，一整面水族馆幕墙直击你的视觉，非常具有震

撼力，一点也不输给电影《海王》里的画面！

另外，番红花自助餐厅也不要错过，这里提供全天候的餐饮服务，餐厅环境优雅有调性，

设有九个现场烹饪台，早餐你都可以品味到环球美食，而且每天早餐的时间都开放到 11 点，

让你的度假生活可以睡好吃好，这是不是一项超值福利呢！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有意而为之，三亚·亚特兰蒂斯恰好拥有 1314 间全海景客房，这个

数字也是相当浪漫了。当中包括 154 间 115 平米至 944 平米的不同类型套房，其中最大的豪

华套房达 1061 平方米，海棠湾的旖旎风光尽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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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特兰蒂斯水世界也是必打卡的玩乐胜地，不仅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在这里玩到不想回

家，住在这里一定要去玩一玩！春节期间，水世界举办了一系列好玩刺激的现场表演，让在

场的客人们惊喜不已。

除了水世界，水族馆也充满了惊喜！“亚特兰蒂斯”原指沉没于海洋中的古文明，三亚·亚

特兰蒂斯引用这一主题建造了一座包括 8万多尾海洋动物的水族馆，名字也很有诗意，叫做

“失落的空间水族馆”。今年春节期间，水族馆里还举行了“海底舞龙”“美人鱼表演”等一

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很多客人直呼“大开眼界”！

【资料转引自：柳小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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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意想不到的景点
我们喜欢逛各种景点，或许是因为她们古老、美丽或者繁华。但还有一些景点，是因为

一些其他的原因在吸引着人们，成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景点。它们究竟有多不同寻常呢？

一、佛瑞蒙怪兽

佛瑞蒙怪兽位于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佛瑞蒙社区的奥罗拉大桥北端基座下，佛瑞蒙怪

兽的高度为 5.5 米，庞大无比，是由混凝土建造而成的。佛瑞蒙怪兽有一个巨大的脑袋，在

脸上长着一个巨大的鼻子，它的右眼圆目怒睁，左眼被自然垂下的头发遮挡住了，右眼的眼

球像是用汽车的大灯装饰的一样，看上去极为凶猛。佛瑞蒙怪兽还有两只巨大的手，看上去

力气非常大，因为它的左手抓着一辆甲壳虫汽车，右手撑着地，一副生气的样子，就像是刚

刚把甲壳虫汽车从大桥公路上一把抓下，而且甲壳虫汽车上挂有加州车牌号。每年都有不少

的游客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还有不少的人会爬到怪兽的身上同怪兽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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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ude 隧道

在英国英格兰康沃尔 Bude 镇，有一条别致的塑料隧道成为了小镇的热门景点。这条 70

米长的隧道是连接一家超市与它的停车场的通道。在节日期间，长廊上的 LED 灯还会随着节

日音乐的节奏而变化。

三、西雅图口香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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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香糖墙位于美国西雅图市派克市场内，这道墙是“市场戏院”其中一幅外墙，长 15

米、高 4.5 米、厚 2.5 米。墙上粘满了上百万块嚼过的口香糖，被称全球最恶心景点。西雅

图的口香糖墙源于市场剧院有一项古怪的传统，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旅行者们开始在排队

等候的时候把他们嚼过的口香糖粘在这面墙上，久而久之，这面墙就变成了这副模样。起初

剧院工作人员曾试图刮掉这些口香糖，恢复墙面清洁，但人们粘口香糖的行为屡禁不止，清

洁工作均以失败告终。1999 年，当地官员索性宣布这面墙成为正式的“旅游景点”。

四、全球最大的番茄酱瓶

美国伊利诺伊州小镇贝尔维尔有一只全球最大的番茄酱瓶子，这个瓶子高 50 多米，已

经在当地矗立了 60 多年。这个巨大的番茄酱瓶的“前身”是一个废弃水塔，后来被改装为

广告板，并成为当地的地标。这个大瓶子里并未装番茄酱，如果将其装满，需要将 130 万瓶

300 毫升标准包装的番茄酱全部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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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仙女峡谷

仙女峡谷位于苏格兰的斯凯岛上，由许多平缓的绿色山丘组成，山丘顶部呈圆形，你甚

至能在山顶上看到类似于城堡废墟样子的岩层。一些游客认为，如果把硬币扔进岩石里，将

会给你带来好运。这个地点的奇特之处在于她与仙女和童话故事毫无关联，但却被人们称为

“仙女峡谷”。

【资料转引自：少年科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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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游偶遇霸王条款?
想必你与旅行社签订合同时，会发现许多不符合《旅游法》的“霸王条款”吧！

霸王条款 1

“因交通延误、战争、大风大雾、政变、罢工、自然灾害、飞机故障、航班取消或更改

时间等不可抗力原因所致的额外费，旅行社不予承担。”

法律点评：交通延误、飞机故障、航班取消等不属于不可抗力范畴，不能成为旅行社免

责的理由。该条款擅自扩大了不可抗力的范围，也扩大了旅游经营者的免责事由范围，加重

了旅游者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对于因不可抗力而产生的额外费用，旅行社不能一概免除。

霸王条款 2

“请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财物，如有财物丢失，旅行社不承担责任。”

法律点评：《旅游法》第 70 条规定，“在旅游者自行安排活动期间，旅行社未尽到安全提示、

救助义务的，应当对旅游者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承担相应责任。”

霸王条款 3

“客人中途临时性退团团费一律不退。”

法律点评：《旅游法》第 65 条规定，“旅游行程结束前，旅游者解除合同的，组团社应

当在扣除必要的费用后，将余款退还旅游者。”本条款未考虑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的原因，

也未合理分配合同解除后双方的责任，既违背了公平原则，也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定，加重了

旅游者的责任，排除了旅游者的权利。

霸王条款 4

“此线路如因人数不够不成团，我社将提前两天(含出发当天)通知改期、改线或全额退

回团款，不作任何赔偿。”

法律点评：《旅游法》第 63 条规定，“旅行社招徕旅游者组团旅游，因未达到约定人数

不能出团的，组团社可以解除合同。但是，境内旅游应当至少提前 7日通知旅游者，出境旅

游应当至少提前 30 日通知旅游者。”

此条款中旅行社仅提前两天(含出发当天)通知改期、改线或全额退回团款，都会不同程

度地损害旅游者的权益。此外，由于旅行社组团人数不够的原因而取消的团队计划，属于旅

行社违约，因此除非旅游者同意改期、改线，否则，旅行社除全额退回团款外，还应当承担

相应的违约责任。

霸王条款 5

“游客因个人原因违约不能成行的，按照下列标准承担违约责任：……在出发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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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以内通知的，收取团费的 100%的违约金。”

法律点评：《旅游法》第 65 条赋予了旅游者在旅游行程结束前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组

团社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应将余款退还给旅游者。旅游行程结束前可能发生在旅游行程开始

后，也可能发生在成行之前。本条款所规定的违约金可能过分高于因旅游者违约给旅游经营

者造成的损失，加重了旅游者的责任，有违公平原则，不予更改、签转、退票。

霸王条款 6

“合同一经签订且付全款，团队机票、列车票、船票即为出票，不得更改、签转、退票。”

法律点评：《旅游法》第 65 条赋予了旅游者在旅游行程结束前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组

团社在扣除必要费用后应将余款退还给旅游者，即尚未购买的票不再购买，已经购买的票在

扣除退票费后退还给旅游者。本条款违背公平原则，属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

霸王条款 7

“地接社在与全体游客沟通确认后有权调整行程，由此而产生的行程之外的费用由游客

自理，组团社只负责退还行程中未发生之费用，不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

法律点评：旅游者与地接社协商一致、变更旅游行程安排的，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

减少的费用应退还旅游者。由此造成的其他损失和责任，根据《旅游法》第 71 条，归因于

地接社的，旅游者既可要求地接社承担赔偿责任，也可要求组团社承担赔偿责任，组团社承

担责任后可向地接社追偿。本条款属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

【资料转引自：滁州旅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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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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