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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面的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缺乏衡
量企业信誉的市场品牌，因此也就造成

旅游产品
非正常低价现象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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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行业的市场信誉不高。没有市场信
誉的保证，自然难以拓展发展空间，使得
游客只能在价格指导下选择低价产品。
在国内公民旅游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旅
行社作为一个行业，迫切需要找到一种
办法，使得企业能够鲜明地树立起自身
的形象，旅游者很容易据此选择信任的
购买对象。
旅游产品质量难确保
作为服务产品，旅游产品具有消费和
生产同时进行的特点，而且这一消费过程
发生的地点并非是以生产商进行位移而完
成，而是以消费者从客源地到目的地进行

内容摘要：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蓬勃发
展，旅游市场的供给也随之大大地增
长，但在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市场竞
争中的非正常低价现象。本文试从造成
此种现象的原因入手，分析了非正常低
价现象对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危害性，
并就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
析和探讨，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旅游产品
非正常低价
逆向
选择 道德风险

目

前，我国的国内旅游市场已从最
初的星星之火发展成燎原之势，
从我国旅行社目前的发展格局来

看，以国内、出境两项业务为主的公民旅

社企业。旅行社行业平均利润率低下已

位移而完成，所以旅游消费者在购买之后

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以全国旅游市场

才能感知产品质量，而由于可自由支配收

中热销的海南旅游经路为例，产品价格

入和带薪假期的条件限制，一般的旅游者

竟已低至一张三至四折的往返航空客票

在一次旅游消费和下一次旅游消费之间会

的价格，低价竞争、变相购物和增加自费

存在着较长的时间间隔，依赖于市场自发

项目成为经营主流，导致游客对美丽海

调节是很困难的，
其滞后性特征十分突出。

南的印象大打折扣，本应重游率很高的

由于这些原因，旅游消费者无法辨别旅游

度假胜地却变成了一次性观光的场所，

市场中某旅游产品是优质产品还是会令他

对海南作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损害

们困扰的次品；因而，如果价格与质量相

极大。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本文试从信

对应的话，旅游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所反映

息经济学的角度，对此现象作出解释和

的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旅游市场上全部该类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性建议。

旅游产品的平均质量，它位于次品的低价

旅游产品非正常低价产生的原因
旅游产品结构单一

与优品的高价之间。这个特性也在某种程
度上造成了当前旅游市场上旅游产品的非
正常低价现象。

游服务已经成为旅行社业务的主体。２０００

在本文论述过程中，所指旅游产品

年，全国共增加旅行社 １６３８ 家，其中国内

均是指组合性产品，即旅行社销售的旅

旅游产品非正常低价的危害性

社的增长数量是 １６０６家，占净增旅行社总

游线路。

剖析上述形成原因，旅游产品非正

数的 ９８％。从经营收入看，入境业务、国

根据对“五一”黄金周前两个月《中

常低价现象的大量产生，不仅使旅游者

内业务和出境业务分别占全国旅行社旅游

国旅游报》旅游产品广告的不完全统计

的消费满意度大大降低，而其口碑流传

业务收入总数的 ３０％、５６％和 １４％，也就

调查，除了因旅游目的地不同而导致的

更使旅行社企业蒙受重大经济损失和形

是说，我国旅行社经营收入的７０％来自我

不同旅游线路产品外，同一旅游目的地

象受损，同时也对旅游行业秩序、旅游产

国公民旅游业务，这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

编排设计的旅游产品就象是“孪生兄

业自身健康发展和旅游目的地经济等造

旅行社业务发展严重依赖国外旅游的格局

弟”，广告中所提供的服务内容、接待计

成不良影响。

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划、接待标准等公开信息都大同小异，使

旅行社缺乏创新动机

游客在做出购买选择之前难以比较分析，

从旅游经营者——旅行社的角度来

既然国内公民旅游业务是旅行社的
“衣食父母”，如何拓展这个市场，就是旅

因而价格就成为游客在抉择时影响最大

看，缺乏创新的动力去设计研发新的异质

行社经营的重要目标。但是，事实却是：

的首要因素，各个旅行社便展开花样百

性的旅游产品提供给旅游市场，这主要是

虽然我国年国内旅游人数已达到７．４４亿

出的价格大战，以非正常低价吸引旅游

由旅游产品较强的组合性和可模仿性使得

人次，而其中由旅行社接待的比例不及６

消费者购买其产品，但最终损害的却是

其他旅游经营者不用支付成本就可以经营

％。面对如此巨大的一块“市场蛋糕”，旅

旅游消费者的利益。

同样的旅游线路产品，造成了旅行社之间

行社却难以切入。一边是蓬勃发展的国

旅行社品牌信誉度低

的较为严重的“搭便车问题”，即由于旅游

内旅游市场，一边却是叫苦连天的旅行

当前，我国旅行社业发展面临着方

线路开发存在横向外部性，
“横向外部性

７２ 《商业时代·理论》２ ０ ０ ５ 年 ６ 期

因特网进入行业协会、国家旅游局或各

造成了一个公共物品问题”
，
旅行社可以自

为。通俗地说，是指交易双方在交易契约

己不开发而使用其他旅行社开发的旅游线

生效以后，其中一方恶意的行为导致另

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的查询网站，即可

路（即所谓搭便车）
，最终结果导致“旅游

一方不应有的损失。比如，某位游客在购

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查询或即时互动咨

线路开发”这一公共物品供给不足（无“便

买了某旅行社的旅游产品后，旅行社在

询等等，并可直接在网上进行投诉以及

车”可“搭”
）
。

具体行程安排上压缩游客的游览时间，

得到回复，加快此类事件的处理速度和

影响消费效果和满意度

而增加购物的时间和次数，使游客虽然

效率，使消费者能够享受到真正满意放

从旅游者的角度来分析，则会发现这

也是在合同标准的范围内享受旅游服务，

心的旅游服务产品，从而增强消费者对

种旅游产品非正常低价现象的产生其实归

但为此会产生额外的损失，影响旅游者

旅行社的信任度和品牌忠诚度，构建良

根到底是一个旅游市场上信息对称与否的

的旅游效果和旅游心情。长此以往，旅游

好的顾客关系群，形成旅游市场中的良

问题。
信息不对称，
即交易的一方对交易的

产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增长。

性循环。

另一方不充分了解，因而影响其作出准确
决策，这是旅游市场上非常重要且普遍的
一个现象。
正是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
导
致了逆向选择。逆向选择是交易之前发生

应对旅游产品非正常低价的
建议
格罗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表明，

完善相应法规体系加强监管力度
建立和完善旅游产品交易合同制度，
使旅游者做到公平消费，明白消费。原有
的旅游产品交易合同是由旅行社单方面统

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而使得旅游产品

市场价格体系并非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

一提供，而消费者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无

成为劣质产品风险的可能性增大，即便市

况，甚至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

法参与该过程。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应

场上存在着风险较低的交易机会，旅游消

响，形成的市场价格有可能反映的是一

在一定范围内为旅游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

费者也会决定不购买，这可以用来解释为

种虚假经济信号或市场信息，从而错误

务，在合理而且可能的范畴内，满足旅游

什么面对庞大的国内公民旅游市场，旅行

地引导市场参与者的投资和生产方向以

消费者的各种个性化条款和要求，真正实

社只能在其中占据如此微不足道的市场份

及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当这种情况出现

现“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使旅游消费

额了。

时，市场难以有效地发挥其对社会资源

者发生“逆向选择”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确
保了旅游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与旅游消费者相比，旅游经营者——

的配置功能，非市场性质的机制也就自

旅行社作为旅游产品的主人，应掌握更多

然地替代市场机制成为社会稀缺资源的

的产品信息，了解其产品是次是优。如果

主要分配形式。

完善对旅行社以及从业人员的各项
规章制度。如导游人员的管理制度，建

是次品，经营者自然很乐意按消费者所愿

由于旅游产品这一无形产品自身所具

立其薪酬体系，明确规范佣金制度，对

意支付的价格完成交易，因为介于次品与

有的特性，要实现旅行社与旅游消费者之

违规者予以惩治。这就要求各级旅游行

优品之间的价格应该是高于次品价格的；

间的信息完全对称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

政管理部门、旅游质监部门等，要加大

相反，如果是优品，经营者知道若按消费

们只能通过一些途径和渠道来改善这种信

监管力度和执法力度，尽早改变目前旅

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交易，该旅游产品的价

息不对称的状况。

游市场上非正常低价旅游产品大行其道

值便被市场低估了，因而经营者自然不愿
意销售。

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建立信息披露制度

的混乱局面，走上规范、有序发展的健

旅行社行业协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角

康道路。

上述分析反映出，这种逆向选择的结

色，独立于旅游市场之外的身份使它有可

果是使得当前旅游市场上很少出现品质优

能在旅游市场交易中担负起向交易双方提

异的旅游产品，
旅游产品的平均质量偏低，

供真实信息披露的职责。因此行业协会应

严重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旅游市场

考虑建立定期信息发布制度，
对违规经营、

上的成交量就无法反映出本市场上的市场

销售非正常低价旅游产品的旅行社予以曝

潜力，
旅游市场的运作效果较差，
严重地影

光，防范可能发生的旅游经营者“道德风

响旅游企业的健康发展。

险”问题；并可以年度为单位将上述信息

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制作成免费宣传手册发放，向旅游者公布

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存在不仅可以导致

正常价格信息和优劣旅行社的相关信息，

逆向选择，同时也会引发经营者的道德

提供参考意见和咨询渠道，并在行业内开

风险。在旅游市场中，旅游产品消费的道

展常规宣传和教育活动，加强旅行社企业

德风险是在交易发生之后出现的，旅游

自律约束，从而使非正常低价现象得到抑

者购买旅游产品之后，将面对旅行社经

制，并使旅游消费者在进行购买之前能够

营者可能兑现劣质产品的风险。经济学

做出更为理性的消费选择，尽早做好旅游

意义上的道德风险即是在不同的交易过

活动计划。

程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在最大限度地增

利用网络资源开辟信息互动窗口

进自身效益的同时做出不利于他人的行

一般而言，任何单位、个人只要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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