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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地震，牽動濱海新
區人民的心。為支援地震災區
做好醫療救治工作，天津市濱
海新區已經組建了由3家醫院
的37名醫護人員組成抗震救災
醫療隊，隨時待命奔赴地震災
區開展醫療救助。

據介紹，濱海新區抗震救
災醫療隊由天津市第五中心醫
院、泰達醫院、泰達國際心血
管病醫院3家醫院組成。其中
，天津市第五中心醫院選派了
22名醫生和7名護理人員，涉
及骨科、普外科、神經外科、
胸外科、重症醫學科、腎內科
、兒科等11個學科。泰達醫院
選派了有重症工作經驗的2名
醫生和2名護士，主要涉及重
症醫學科。泰達國際心血管病
醫院選派了心臟外科的2名醫
生和2名護士。

據相關人士介紹，為了能
更加科學有效地救援救助，天
津市第五中心醫院、泰達醫院
、泰達國際心血管病醫院3家
醫院還分別派出有抗震救災經
驗的醫護人員為37名醫療隊隊
員進行了系統的培訓和指導。

天
津
濱
海
新
區

救
災
醫
療
隊
隨
時
待
命
入
川

《旅遊法》規定，旅遊者擁有對產品和服務的
自主選擇權、拒絕交易權、對所購買旅遊產品和服
務的知情權以及請求救濟和保護等基本權利。對於
國內旅遊業許多受到詬病的具體問題，《旅遊法》
亦有所回應。

針對近年來小長假、黃金周期間景區出現的遊
客爆滿、大規模滯留等情形，《旅遊法》規定，景
區接待旅遊者不得超過景區主管部門核定的最大承
載量，否則景區應當提前公告，景區和當地人民政
府應當及時採取疏導、分流等措施。未公告或未向
當地人民政府報告的，將被責令整改，情節嚴重的
責令停業整頓一至六個月。

禁要求導遊墊支費用
對於遊客最為敏感的景區門票漲價問題，《旅

遊法》規定景區提高門票價格應提前六個月公布。
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擬收費或提高價格，則應
當舉行聽證會。

至於 「零負團費」的治理，《旅遊法》規定，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織旅遊，誘騙消費者
並通過安排購物或另行付費項目獲取回扣等不正當
利益。違反規定的，旅遊者有權要求旅行社為其辦
理退貨或者退還相關項目的費用。《旅遊法》還明
確，旅行社安排導遊為團隊旅遊提供服務的，不得
要求導遊墊付或者向導遊收取任何費用。

國家旅遊局副局長杜一力表示，針對強迫購物
和強迫消費的治理，《旅遊法》標本兼治，對旅行
社、導遊、其他經營者分別提出五個、三個、一個
「不得」，清晰地明確了低價招徠、通過強迫購物

等不恰當途徑獲取利益的一系列經營行為非法，並
且從旅行社、導遊到其他經營者全鏈條地明確了這
個市場規則和行為規範。

杜一力說，《旅遊法》有專門關於旅遊服務合
同的一章，明確了旅遊者與旅行社、旅行社與其他
旅遊經營者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最大限度地體現
了雙方以平等、合同自治解決市場問題的原則。

《旅遊法》分為10章，共112條，包括總則、
旅遊者、旅遊規劃和促進、旅遊經營、旅遊服務合
同、旅遊安全、旅遊監督管理、旅遊糾紛處理、法
律責任和附則。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五日電】針對外媒
對中國政府保護知識產權不力的質疑，國家知識產
權局局長田力普25日表示，中國在知識產權保護方
面的努力是不懈的、持續的，對此大量境外企業用
實際行動投了信任票。他強調，中國知識產權保護
在不斷取得進展，而這項事業面臨國際挑戰，希
望各國間減少對抗指責，更多合作，創造一個好的
知識產權保護環境。

在世界知識產權日前夕，國新辦就2012年中國
知識產權發展狀況舉行新聞發布會。田力普介紹，
2012年，國內共審結涉及知識產權侵權的刑事案件
1.28萬件，全國公安機關共破獲假冒偽劣犯罪案件
4.4萬起，涉案總價值達113.14億元；全國工商系統
立案查處侵權假冒案件12.04萬件，涉案金額20.24
億元；全國知識產權系統受理專利糾紛案件2510件
，查處假冒專利案件6512件。全國版權系統共查處
網絡侵權盜版案件282件，關閉侵權網站129家。

田力普說，外界認為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不力
，而上述每一組數據後面都是從中央到地方對知識
產權保護所做的大量工作。另一個顯著的事實是，
大量企業來華申請專利、註冊商標，增長率遠遠超
出了同期的國際平均數。同時這些外國企業不光是
申請專利，他們還積極投資，包括在華設立一些研
發機構。而這些知識產權的紅利──大量的專利費
、商標使用權的費用、版權費都是在中國收取的。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五日電】最近一
段時間，湖南鳳凰古城收費問題引起關注，對這
種隨意定價和門票過高的問題，《旅遊法》將如
何監管？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司司長王威對此表
示，《旅遊法》的第43條和第44條都對門票價格
做出了明確規定，這部法律的出台頒布會讓類似
鳳凰的問題得到妥善的解決。

《旅遊法》第43條規定，利用公共資源建設
的景區門票及景區內的另行收費項目，嚴格控制
價格上漲，擬收費或提價的應當舉行聽證會。這
類景區不得通過增加另行收費項目等方式變相漲
價。第44條則規定，景區提高門票價格應當提前6
個月公布。

公益性景點逐步免費開放
王威說，《旅遊法》還規定公益性的城市公

園、博物館、紀念館，除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珍
貴文物單位外，應當逐步地免費開放。他表示，
自然文化和珍貴遺產，應該是全國人民，甚至是
全世界人民都能享受的，而不應該以有錢沒錢來
劃線，因此將來一定會逐步降價或者實行低票制。

他坦言，由於中國處於發展階段，在遺產保
護和開發利用方面還有些矛盾。遺產保護也還有

很多事情要辦，所以各地對價格都在進行探索和
管理，但原則應該是公平、公正，最終實現各方
都能接受的局面。

王威指出，因為現在很多景區都認為保護的
壓力很大，需要大量的投入，國家發改委或者中
央財政對景區的建設還是要給予支持。另一方面
，《旅遊法》也規定各級政府要設置旅遊資金，
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等。王威說： 「這部法的出台
頒布之後，我相信類似鳳凰的問題都應該得到妥
善的解決。」

【本報實習記者官文清廣州二十五日電】繼早前
騰訊訴奇虎不正當競爭案、奇虎訴騰訊濫用市場支配
地位案後，這次騰訊訴奇虎不正當競爭的第三次 「
3Q大戰」，廣東省高院25日對此案作出一審判決，
奇虎敗訴，賠償金額由騰訊提出的1.25億元（人民幣
，下同）降至500萬元，至此騰訊在 「3Q大戰」已連
下三城。

此案爭議焦點是奇虎 「扣扣保鏢」軟件是否能夠
破壞騰訊 「QQ」軟件及其服務的安全性、完整性，
使騰訊喪失增值業務的交易機會及廣告收入，從而構
成不正當競爭。廣東省高院經審理後認為，奇虎的安
全軟件既當 「裁判員」又當 「運動員」，在自己的平
台上開展投放廣告、提供新聞彈窗等服務的同時，假

借保護用戶之名鼓勵和誘導用戶過濾騰訊的廣告和資
訊服務、刪除和破壞增值服務等功能，具有明顯的不
正當競爭惡意，是導致「3Q」大戰爆發的根本原因。

此外，奇虎 「扣扣保鏢」軟件針對騰訊 「QQ」
軟件設置的 「體檢」和 「一鍵修復」等功能則使 「
QQ」用戶產生聯想，誤解 「QQ」在利用安全掃描
功能窺看並收集、泄露用戶隱私，屬於捏造和虛構事實
，損害了騰訊的商業信譽和商品聲譽，構成商業詆毀。

1.25億索賠法庭降至500萬
在判決中，廣東高院沒有完全支持騰訊提出高達

1.25億元的索賠請求，在無法確定騰訊的具體經濟損
失數額、但可以確定數額已遠超50萬元法定賠償限額

，經法院討論決定，奇虎應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維權
費用共500萬元，承擔本案訴訟費用中的50萬元，並
在官網及相關媒體上連續刊登道歉信息15天。

騰訊法務綜合部助理總經理徐炎在宣判結束後對
本報記者表示，此次審判對互聯網行業的競爭規則做
出詳細的認證和規定，並劃分了競爭的標準和邊界，
「對我們而言，法院還傳遞出這個信念，那就是一定

會保護企業通過自己的努力和積累而獲取的用戶認可
」。至於奇虎CEO周鴻禕在得知判決結果後稱，廣
東省高院在分別審理奇虎反壟斷案和扣扣保鏢案時，
都存在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錯誤，存在明顯地方
保護主義傾向，並堅持要上訴到最高人民法院， 「我
堅信這個官司要堅持打到底」。

25日通過的中國首部
《旅遊法》，對公民旅遊
權利做了前所未有的宣示

。國家旅遊局有關負責人說，《旅遊法》在旅遊
者權利保護方面，強調為旅遊者提供旅行便利和
安全保障。在維護權益總體平衡的基礎上，更突
出以旅遊者為本。

《旅遊法》是本屆人大通過的第一部法律，
對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來說，這是為普通中
國人 「旅遊夢」實現立法。 「旅遊立法應以保障
公民旅遊權利為目標。很多人夢想旅行，要強調
平民旅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旅遊業迅速發展。2012
年，國內遊市場突破30億人次，成為世界上規模
最大的國內旅遊市場，出境遊達8200萬人次。

《旅遊法》第11條規定， 「殘疾人、老年人

、未成年人等旅遊者在旅遊活動中依照法律、法
規和有關規定享受便利和優惠」。在北京一家中
醫門診工作的盲人按摩師小龍說： 「雖然我看不
到，但我有一個夢，就是用雙手和雙腳，去觸摸
祖國更多的山河。」

針對近年來自然災害、社會安全事件、公共
衛生事件頻發，《旅遊法》將旅遊者人身、財產
安全保障放在首位。強調旅遊者自我安全防範的
同時，明確旅遊經營者是直接責任主體，政府是
旅遊安全監管責任主體，社會有關機構承擔一定
公共救助責任。

借鑒各地經驗完善法案
《旅遊法》還強調政府公共服務責任，給市

場開闢更多空間。其借鑒美國、日本、西班牙、
法國、俄羅斯、香港、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經驗

，豐富和完善了旅遊綜合協調機制、市場監管和
行業自律的內容。

「《旅遊法》總結了30多年經驗，明確了市
場需求導向，遵循市場規律，體現了從政府主導
向市場主導的轉變。」攜程網副總裁郭東傑說，
這對旅遊行業各利益攸關方都是重大利好。

德國國家旅遊局北京辦事處首席代表李朝暉
說： 「一大亮點是旅遊者一章明確了國家對旅遊
文明的引導，為文明健康出行提供了法律依據。
」另一個精彩之處在於規劃入法， 「近年來，不
少地方盲目建造人工景點，既破壞自然景觀，又
無人文內涵。」

「在五一小長假、第三個 『中國旅遊日』到
來前夕，通過這一法律，更有重大的現實意義
。」中國國際旅行社總社有限公司總裁于寧寧說
，《旅遊法》通過民事和行政手段並用，規範旅
遊市場，促進旅遊發展，是對廣大旅遊消費者權
利的保障和權益的保護，是中國旅遊企業健康成
長的保障。 （新華社）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次會議
25日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
共和國旅遊法》（下稱《旅遊法》），
這是中國首部專門規範旅遊秩序的法律
，將於今年10月1日正式施行。隨後的專
題發布會上，全國人大法工委經濟法室
主任王超英介紹，這部法例圍繞保護旅
遊者合法權利、規範旅遊市場、促進國
家旅遊業發展展開，尤其針對反饋最多
的 「零負團費」 和景區門票進行了規範
，其中景區門票加價應舉行聽證會。

【本報記者隋曉姣北京二十五日電】

立法突出旅遊者權益保護

《旅遊法》部分整治重點項目
項目

旅遊者權益

景區遊客爆滿

景區門票漲價

「零負團費」

相關法規
對產品和服務的自主選擇權、拒絕交易權、知情權，請求救濟和保護權。
景區接待人數不得超過核定的最大承載量，否則應提前公告、並及時疏導人流。未公
告或未向當地政府報告的將被責令整改，嚴重者停業一至六個月。
景區門票漲價應提前六個月公布，利用公共資源建設的景區擬收費或提高價格應舉行
聽證會。
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價組團，不得以安排購物或另行付費項目獲取回扣。違反規
定時，旅遊者有權要求退貨或退還有關費用。此外旅行社組團時，不得要求導遊墊付
費用。

鳳凰收費可依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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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禁退休官員兼職
【本報記者黃仰鵬深圳二十五日電】內地官員退休後兼

職社會組織的現象，近年來一直被人詬病。深圳市民政局負
責人透露，深圳未來三年內將全面清理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
符合政策的兼職情況，並先從社會普遍關注的慈善會改革 「
開刀」。

深圳市民政局日前公布了《民政工作改革創新三年計劃
（2013-2015）》，透露深圳將深化推進社會組織管理體制
改革。當局透露，今年該局將配合制定規範國家機關工作人
員在社會組織兼職政策，同時今年內還要完成建立黨政領導
幹部在社會組織兼職情況的信息數據庫。將利用2年時間，
即在2014年和2015年內，配合相關部門全面清理國家機關工
作人員不符合政策的兼職情況。

近日，2013首屆周窩國際鄉
村藝術節在河北武強縣周窩鎮舉

辦。藝術節以 「同響同樂」為主題，其中30位中韓藝術家帶
領學生、企業職工、村民、遊客等一起在河北省武強縣周窩
小鎮進行鄉村美術創作。圖為一名遊客在當地的塗鴉作品展
示牆上找到了自己的創作。 新華社

▼國家發改委25日宣布， 「五一」 期間全國將實行門票價格優惠的景區有1200餘家，景區門票
價格平均優惠幅度約20%。其中井岡山門票價格將由每人190元降至150元 新華社

▲為迎接「4．26」世界知識產權日，北京 「掃黃打非」 工
作小組在25日集中銷毀33萬件侵權盜版及非法出版物。
圖為工作人員正在銷毀盜版光盤 本報實習記者江哲攝

塗鴉創作進小鎮

▲鳳凰古城實行門票「新政」後遊人稀少，為遊客
拍照的當地人因無生意坐在街頭聊天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