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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旅行社把需求发到网络平
台上，导游可以通过平台来 “抢
单”。去年成立的伴鱼科技有限公
也瞄准了网约导游市场，该公司
负责人陈洪禄告诉记者，他们的
平台实现了游客和导游直接对
接，与旅行社合作，让旅行社旗下
导游入驻平台，
为游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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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点餐、网约叫车……这
些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中必不可
少的行为，而在旅游行业中，网约
导游也开始火了起来。记者走访
旅游市场了解到，厦门网约导游
正在萌芽，然而这一新鲜事物在
厦门的发展困难重重。业内人士
坦言，网约导游想“约得顺利”，
需要树立相关的行业标准。

2016年 5月，
《国家 旅游 局
关于开展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作
的通知》正式下发，
全国 9个省市
旅游委（局）正式启动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导游自由执业试点工
作。此后导游可通过网络平台、
线
下相关机构，向预约其服务的游
客提供单项讲解或向导服务，即
网约导游服务。

政策发布后，网约导游的市
场开始扩增。携程旅行网相关负
责人表示，自 2016年底携程向导
平台上线以来，网约导游市场不
断扩大，
2018年 的 订 单 量 较
2017年同期增长 200%。虽然厦
门不是导游自由执业的试点城
市，但是看中网约导游未来的发
展前景，厦门的企业也开始打造
网约导游的平台。
此前，
厦门曾出现“好响导游

f

网约导游预约方便，同时又
富有个性化，受到年轻游客青睐。
尽管如此，网约导游的发展并不
是一帆风顺的，游客想要自由地
“网约导游”还需要一段磨合期。
记者从厦门市旅发委了解
到，厦门不属于导游自由执业试
点城市，相关法规规定，导游需要
依靠旅行社执业，导游接团需要
由旅行社委派而没有导游证的相
关人员更是不能从事此类工作。
陈洪禄告诉记者，他希望网
约导游与旅行社的导游有所区
别，
“许多当地人以及旅游达人有
许多新鲜的玩法，他们对于旅游
的理解更符合现在游客的需求，
所以我们未来也希望将这部分人
群纳入到我们的平台中。”

DE6FGHI JK!"LM34
tu vw xyz ¡
¢ £¤¤¥ 昨天下午，
2018年
中国厦门中秋博饼旅游嘉年华
通气会在厦门旅游大厦举行。本
届嘉年华将在 9月 10日开幕，
延续至 10月 8日。嘉年华不仅
为市民游客组织了旅游产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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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会，还将博饼“地图”从厦门
拓展到海外 15个城市。
本届嘉年华延用 “欢乐中
秋·好运厦门”的主题，
以厦门中
秋民俗文化为主魂，以中秋博饼
民俗产品为主线。除了 2018中
国厦门中秋博饼旅游嘉年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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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式及闭幕式以外，还有中秋赏
月国际博饼活动、特价旅游产品
中秋特卖月活动、全球大咖赞月
游厦门活动、中秋好运之星邀约
全球游客视频秀活动、全球游客
望月博饼汇厦门活动、爱在厦门
蜜月旅拍活动。

本届嘉年华将在线上举行
“海外十五城博饼民俗活动”，
覆盖东京、首尔、洛杉矶、纽约等
全球 15个城市。同时，
嘉年华还
将线上线下相结合，举办大型专
场特卖会，掀起厦门旅游消费体
验狂潮。
!""#$$&)

旅途中!你饱览美景"体验异地风情 时!难 免 会遇 上
一 些 不 吐 不 快 的 #礮 事 $% 今 天 起 !晨 报 将 开 设 &旅 途 礮
事$专栏!市民游客可来分享旅途中遇到的&奇葩 $事件 !
欢迎拨打 !"!"""" 述说您的经历%

!"#$%记者了解到，遇到此类情况可以拨打 12328到
厦门市运管处进行投诉。
“遇到这类事件只要提供出租车车牌
号就可进行投诉，没有留意车牌号的乘客也可以提供起终点、
乘车时间段等信息进行排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相关部门
将根据实际情况对司机作出处罚。
运管处工作人员提醒市民游客，搭乘出租车时，要注意先
上车再告诉司机目的地，以防司机拒载。此外，对于司机推荐
的消费场所，
市民游客要加以甄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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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旅游市场对于网约导游
的种种限制，归根到底是对于网
约导游服务质量以及监管问题的
忧虑，要想让游客自由地 “约起
来”，首先要树立行业标准，解决
上述问题。
网约导游的出现，代表着导
游自由执业的改革趋势。业内人
士分析，导游行业从封闭式管理
逐步迈向市场化、自由化，不仅能
进一步满足游客个性化需求，对
于提升导游待遇、促进旅游市场
秩序良性发展也具有一定作用。
要让游客放心去约网约导
游，首先要完善导游的服务评定、
平台的安全度以及应急机制。北
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副研究员杨
彦锋表示，网约导游更需要规范
在线导游的管理、明确导游服务
费、实行明码标价、建立健全游客
评价机制、完善相关旅游保险制
度。“希望未来通过有效的监管，
能真正实现导游靠自己的专业技
能和服务来获得更高收入，游客
也能借此提升出游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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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参加研学旅行，又怕行程只
“旅”不“学”？日前，
国家文物局
表示，将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博物
馆研学旅行相关标准，为家长们
选择研学旅行产品点亮一盏指路
明灯。
针对近期部分社会机构、个
人以“博物馆游学”之名，开展粗
放、只游不学、走马观花、名不副
实的“研学旅行”活动，国家文物
局发布声明称，坚决反对这种损
害中小学生利益的行为。
声明强调，建议广大师生及
家长在选择研学旅行时，甄选教
育、文旅、文物等部门审核批准的
正规机构，
保障自身权益。希望有
关社会机构在依托博物馆资源举
办夏令营、游学等活动前，主动与
博物馆联系对接，博物馆也应加
强统筹协调，做好相关安排和服
务。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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