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出境赴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激增，近年来频频曝

出中国游客上当受骗案例。虽然媒体多次报道日本一些免税店

的购物陷阱，但受害游客不减反增。记者经多方查证、现场调

查后发现，保健品骗局转战海外，无良免税店与地接旅行社合

唱双簧，专门瞄准团体游客，通过洗脑宣传、制造爆买假象、

拒绝退货等手段，一步步将其引入精心布置的高额免税保健品

购物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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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景区“超限”近一倍
有景区未“超限”仍人挤人

游客人数严重超负荷不利于保护景

区风貌，也极易引发公共安全突发事件。

记者在多地采访发现，小长假期间有的景

区游客接待量超过了核定的最大承载量。

“让人有种想要逃离的冲动。”刚从天

柱山风景区归来的旅游达人季涵说，这是

一场不像登山、更像是散步的旅途。记者

从安徽省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获悉，小长

假首日该景区接待游客 6.6万人次，而该

风景区核定的最大承载量为 3.6万人次，

“超限”近一倍。

安徽省旅游局统计信息显示，天柱山

风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多次超出核定承

载量。2016年春节黄金周第二天，接待游

客量一度达到8.2万人次，超标128%。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不少景区的游客

接待量虽未超过最大承载量“红线”，但限

流效果并不明显，游客体验难以保障。

为限制人流，故宫实行实名制购票，

并严格按照最大承载量限额售票。小长

假首日，中午 12点 10分，故宫当日的 8万

张票便售罄。1点左右，大量游客结束游

览，从故宫北门出来。和朋友走散后的王

先生无奈地说：“人挤人！中轴线上的主

要景点，只能单向行走。太和殿前里三层

外三层都是人头，很难看清殿内细节。”

与故宫相比，西湖景区在假日期间的

单日接待量虽很少达到79.75万人次的最

大承载量，但“断桥变人桥”的画面已经成

为一种假日“常态”。1日14时，记者在北

山路断桥出入口看到，游客早已是摩肩接

踵。每当有游客驻足拍照时，行进的队伍

便会发生间歇性拥堵。

“五一”小长假前夕，南锣鼓巷因客流

量远超瞬时承载量主动取消了 3A资质，

且暂停接待旅行团队。居高不下的客流

量是否因此有所缓解呢？记者在现场看

到，虽然街面上看不到挥着小旗的导游和

戴着旅行帽的游客，但不宽的街道仍到处

都是人。从山西到北京旅游的方先生感

慨地说：“我以为不接待旅行团人会少一

点，没想到还是这么挤。”

“靠经验”核算最大承载量
“靠假日挣够一年的钱”

旅游法规定，景区应当公布最大承载

量、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最大承载

量，旅游者数量可能达到最大承载量时景

区要提前公告并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

施。

在上海外滩 2015跨年踩踏事件发生

后不久，国家旅游局下发《景区最大承载

量核定导则》明确，最大承载量是指在一

定时间条件下，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景点

旅游者人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

前提下，景区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

量。

游客最大接待量的“红线”十分明晰，

为何一些景区“超而不限”？

天柱山风景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回

应称，这是因为当初最大承载量核定与目

前游客接待量统计的口径不同。“当时最

大承载量是仅仅针对主峰计算的。随着

越来越多区域开放，当前游客数量统计包

括主峰、三祖寺等景点。”安徽省潜山县旅

游局负责假日信息统计的丁主任补充说，

除了统计口径不同，由于景区索道、道路、

停车场等基础设施改善，实际承载力增强

了。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统计口径问题，

景区“超载”的背后更多是追求最大利益

的冲动。有景区负责人透露，在当前旅游

景区收入结构单一的情况下，游客接待量

越大就意味着越多门票钱。假日出游需

求集中爆发，各大景区在追求业绩冲动下

缺少严格执行最大承载量的动力，往往是

“靠假日挣够一年的钱”。“出于利益追求，

由景区自己统计、上报的接待数据真实性

会打折扣。”

记者了解到，旅游法中明确规定，对

于未及时采取疏导、分流等措施，或者超

过最大承载量接待旅游者的景区，由景

区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责令

停业整顿一个月至六个月。广东财经大

学旅游管理与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张伟

强教授直言，由于核定标准不一、违法举

证难等实际困难，这一规定很难发挥作

用。

事实的确如此。虽然西湖、天柱山、

九华山等景区也均在假日出现过“超限”，

但截至目前，全国范围内很少见因“超限”

受罚或摘牌的案例。

中国未来研究会旅游分会副会长刘

思敏分析说，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最大

承载量的核定与实施，是否科学很难作出

判断。一般来说，景区会根据经验，在保

障“不出事”的情况下，尽量满足游客游玩

需求。

为什么一些景区并未“超限”还会拥

挤不堪？中部一景区管委会规划科负责

人解释，不少景区和我们一样，都是依靠

经验核算的最大承载量，有不科学之处。

出于利益追求冲动，有景区在核算最大承

载量时趋向越高越好；而在统计上报接待

游客数量时也有很大弹性空间。这就造

成一些景区表面上没有“超限”，实际上游

客体验差。

人群蜂拥，一些景区应急分流能力不

足加剧了拥堵程度。“景区资源调配能力

差，车辆供应能力与接待客流量不匹配，

导致大批客人滞留山区。”正在河北白石

山风景区游玩的倪欢欢说。

完善“超载”问责机制
精细调控景区瞬时承载量

专家认为，承载量直接影响游客体

验与生命安全。一方面，在核定最大承

载量时综合考虑空间、设施、生态、社会

等因素，确保科学性和可信度；另一方

面，尽快明确权责关系与问责机制，对

“超载”景区进行处罚与问责，实行负面

清单管理，保障最大承载量相关政策“不

打折扣落实”。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魏翔认为，一方面要理顺景区管理体制机

制，根除政府利益驱动的诱因；另一方面

需加快旅游业供给侧改革，通过扩大有效

的景点供给、时间供给，加强景区间竞争，

让游客有更多选择权，倒逼景区重视游客

体验度。

安徽大学旅游系副主任李经龙分析

说，景区管理部门不能心存侥幸，必须提

高安全意识，重视游客拥挤问题。建议在

智慧旅游建设中，加快通过大数据等方式

实现限量售票、分时参观、优化路线，以智

能化即时控制景区游客量。比如“将限额

售票分散至每小时，当每小时售票人数超

过一定限额，便停止售票，并通过各个紧

急疏散口进行分流。”“设计多条交集少、

易分流的游览路线供游客选择。”

李经龙认为，为了避免游客“白跑一

趟”的情况，还可以对热门景区探索实现

网上分时段预约管理，将人群有效限流在

旅游出发前。

据了解，目前，上海黄浦区内部分景

区已经通过信息技术实现实时客流“上

线”，游客可以通过手机实时查询各区域

的游客数、拥挤程度与该景区的瞬时承载

量，及时调整游玩路线。

（新华社）

保健品冒充药品
商店拒绝退货

今年春节前，张先生一行四人随团

赴日本旅游。2月1日，在地接旅行社日

本东瀛假日旅行社导游带领下，他们乘

坐大巴前往东京新宿A&S（中文为亚历

山大和太阳）免税店购物。途中，该导游

引用所谓电视台宣传照片等资料，向车

内游客宣扬纳豆精、万步力等产品疗效，

称其对高血压、关节疼痛等有显著改善

作用。在经过店内导购一番推销介绍

后，张先生消费91万日元（约合5.5万元

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用于购买第一酵

素、深海鲛等所谓特效药品。

当晚张先生抵达酒店后，在网上对

第一酵素等产品进行搜索，发现不少差

评，甚至有网友称“上当受骗”，于是包括

张先生在内的该团 23名游客便跟导游

交涉要求退货。

据张先生介绍，地接导游在得知他

们要退货后极力阻挠，甚至威胁称要记

他们“脱团”，影响其日后签证申请。在

报警获得警方协助后，该张姓导游才勉

强答应带他们退货。

退货时，号称是该店店长的人矢口

否认卖出产品为“药品”，称只是“健康食

品”，并以货物已售出概不退换为由，拒

绝退货退款。但根据张先生提供的录

音，导游在事前宣传时，口口声声称免税

店里卖的是“药监局的药，药局专卖的

药，买它可以救命”，还称“没有副作用，

四瓶一疗程，吃一个疗程可以保持五到

十年”。而且，这些商品盒子上，也都专

门印有“药局专卖品”字样，有意误导中

国游客。殊不知，日本根本没有药监局

这一机构，导游故意用此称谓蒙骗中国

游客。还有一点要指出的是，日本的药

局（即药店）不仅卖药，也销售各类保健

品。

“以为是药，所以那么贵也买了。现

在可好，自己不敢吃，又不能送人，”张先

生说。

“第一药品”品牌
其实不是药品

第一酵素、纳豆精、深海鲛、万步力、

超级玻尿酸等免税店高价保健品皆出自

“第一药品”，其产品专柜就设在A&S免

税店6层入口处。

令人不解的是，明明销售的是“健康

食品”，该专柜打的却是“第一药品”的牌

子。记者经调查后发现，所谓“第一药

品”与“药”没有丝毫关系，它并非制药公

司，而是以贩卖健康食品、基础化妆品为

主的零售店，这一点在其官方网页中写

得清清楚楚。巧合的是，该公司地址与

免税店在新宿同一栋大楼中。

“第一药品”货源主要来自“日本酵

素株式会社”和“富山药品株式会社”两

家制造商。有消费者曾根据第一酵素外

包装上标示的日本酵素株式会社地址，

在网上搜素，但并未发现厂房痕迹。经

中国驻日使领馆实地调查，该地址处没

有日本酵素株式会社工厂，有的只是当

地一家螺丝制造工厂和几家日式点心

店。

此外，在日本酵素株式会社的官方

网页中，也仅有简短的公司简介，包括经

营内容、商品概览、咨询在内的所有条目

都在“准备中”。

看似“门庭若市”
其实“门可罗雀”

游客张先生发现了奇怪的现象，前

一天上午购物时门庭若市、甚至在收银

台前排起长队的免税店，第二天退货时

却是门可罗雀——除了店员，顾客寥寥

无几。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套下得有多

周密。所有的导游都特意选在上午 10
点前后带团抵达免税店，因此店里才会

同时聚集两三百人，造成火爆抢购的假

象，”张先生说，“导游在路上还特意给我

们指了指第一酵素在新宿街头打的广

告。”

记者近日前往新宿 JTC免税店了解

情况，试图进入二层保健品柜台，但被告

知没有预约不能入内。当时，二层店面

除店员外，没有任何其他顾客。中国驻

日使馆领事部工作人员和部分自由行旅

客也反映，上述两家免税店倾向接待团

体游客，甚至有店员专门在门口点人计

数。

记者此前在 A&S 免税店调查时发

现，该店不仅接待中国游客，还接待韩国

游客。当时，一个10人左右的韩国团在

导游带领下来到免税店后，两名店员使

用流利的韩语向其推荐磁气项链、纳豆

精等产品。

团体游客多数行程安排紧、缺乏事

前调查又过度迷信“日本制造”，因而很

容易被忽悠。

虽说日本的确是长寿国家，普通超

市或药店也不乏酵素、胶原蛋白等营养

素，但日本保健品市场是否像中国人出

入的免税店那般火爆，事实并不见得如

此。仅就记者了解，并没有多少日本人

定期服用所谓酵素产品。

出境理性购物
拒当国际“冤大头”

自 2014年下半年以来，中国驻日使

馆陆续接到多起中国游客在免税店购物

受骗的投诉电话，中国驻日使馆微信公

众号曾两次专门发布消息，提醒在日中

国公民谨慎购买高价保健品，但投诉或

求助电话不减反增。

虽然中国驻日使馆领事部曾多次

就这一问题与日本消费者厅、观光厅等

部门交涉，但相关部门均以“退货为商

家额外服务，日本无强制规定”或“定价

由商家决定，政府部门无权介入”等理

由拒绝提供协助。

当地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监督，而被

引入陷阱的中国游客只能吃哑巴亏。

今年 2月在A&S购买约合 4万元人民币

保健品的王女士不仅退货不成，反倒被

该免税店要求缴纳“货物保管费”，弄得

钱货两空。张先生一行虽得到旅行社

退货承诺，但至今仍未收到退款。

事实上，虽然免税店与地接旅行社

存在哄骗嫌疑，但免税店购物陷阱并非

不可避免。导游将第一酵素吹成药品，

但在其包装盒上写的是“加工食品”，若

消费者提高警惕，是可以避免受骗、减少

损失的。

（新华社）

景区最大承载量未能成为保障游客体验“红线”

旅游啥时不再观“人山”看“人海”
双簧 洗脑 造假
——日本免税“黑店”如何引游客入陷阱

泰山观“人山”、西湖看“人海”、北京八达岭长城密密麻麻全是人……“五一”

小长假，记者在北京、安徽、浙江、山东等地旅游景点采访发现，一些景区节假日多

次超出游客最大承载量，一些景区接待游客量虽未超限，但游客反映拥挤不堪。旅游

法规定“景区接待旅游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为何未能成为

保障游客体验的“红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