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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一碰商品就要付钱”
中国游客被曝在好莱坞遭“强买强卖” 当地导游称此问题存在已久

在美国洛杉矶从事旅
游行业的阿切尔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述类似的情
况已经在当地存在很久了。
一般带团的导游会提醒客
人不要接受这类商贩的商
品。如果有导游在是很少出
现这样的情况的。但是随着
自驾游的游客越来越多，需
要导游的人越来越少。跟团
的游客越来越少，会导致一
些游客不知道当地的情况
而受骗。

阿切尔告诉记者，星光
大道还有旁边的沙滩都会
有这些小贩，他们一般会兜
售光盘，或是小商品，或是
自制的商品。一般以光盘为
主，里面都是一些自制的垃
圾音乐，然后这些小贩会宣
称这是免费的要给游客听。
但是只要游客一碰到这些
商品， 基本上就要付钱了。
甚至连眼神对视都要给钱
了。

阿切尔说，强买强卖的
原因主要是很多游客不懂
英文，以为这些人是很热情
帮你拍照，免费（free）送你
光盘，但是这些其实是收费
（fee）的。

眼神对视会被盯上
分不清英文免费、收费

好莱坞星光大道对于很多赴洛杉矶旅游的中国游客来说是必访之地，但据美国《世
界日报》近日报道，这里近年时常发生游客遭骚扰，甚至被强买强卖、强索小费的事件。

记者针对此事采访了在美国洛杉矶从事导游的阿切尔，他表示，此问题存在
已久且屡禁不止，有时仅仅是一个眼神对视就会被小贩盯上。阿切尔认为，其主
要原因是很多游客不懂英文，而且觉得金额较小，没有必要去报警。

阿切尔表示，以前这种
现象只有星光大道有，但是
现在中国人和华人圈都会
去的知名景点基本都会有
类似事情。这种情况不是警
察不管，而是中国人有时觉
得出门在外不易多事，也不
愿意浪费时间找警察，还也
有一些游客是不在乎这几
块钱。

“我都是帮朋友跟客人
挡， 一年这样的光盘也买了
不下10张。 大家觉得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他说，“来星光

大道有时就是拍个照就走，
但是叫警察会耗费几个小时
的时间。”

阿切尔说， 针对这些行
为，报警是有用的，而且警察
就在周围， 但问题就是游客
会不会为了5美元去报警，再
加上语言不通。

他告诉记者， 这样的行
为屡禁不止， 因为这些行为
也不算敲诈，买小贩的商品，
就应该给钱。 再加上金额太
小， 有些人会觉得为这事儿
报警不值当。

原因分析

有人认为为几块钱报警不值当

领馆提醒

洛杉矶是全美年接待中
国游客最多的城市，2016年
超过百万人次。 总领事馆提
醒，洛杉矶市治安情况总体较
好， 但部分区域治安不容乐
观，抢劫、盗窃等案件频发，如

韩国城、好莱坞（星光）大道、
洛杉矶市中心等为治安较不
稳定地区。 请随时关注城市
的治安情况，注意媒体报道，
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前往治
安状况比较差的地方。

星光大道等地治安不稳定

游客街边遭小贩围堵
记者解围遭谩骂

《世界日报》记者在采访过程
中看到， 在著名的景点好莱坞星
光大道上， 几个小贩手中拿着光
盘向中国游客兜售， 如果中国游
客表现出购买的意向， 就会将其
围住。

报道称， 采访时正处于暑期
旅游旺季， 到美国游玩的傅同学
在游览星光大道时， 被强行要求
购买光盘。 当时傅同学独自在星
光大道上走， 被一位卖光盘的拦
住，说是“免费”。他接过来看了看，
很快又有三四个卖光盘的小贩围
了上来，将他围住，每个人塞给他
一张光盘，在光盘上“签名”后向他
要钱。

报道称， 第一个小贩管傅同
学要5美元， 傅同学给了他20美
元，小贩给他找回15美元。就在此
时， 在傅同学已经将找回的钱紧
紧抓在自己手中， 另一个卖光盘
的小贩突然从他手中强行夺走10
美元。傅同学想向他们讨要时，一
群人已一哄而散。

傅同学向记者说明自己遭
遇， 这时第一个卖光盘的人又走
过来。《世界日报》记者帮忙解围，
对小贩说，已拍下了刚才的情形，
劝其赶快把钱还给这位同学。小
贩看到记者非常坚持， 并且拿起
手机随时要报警， 很不情愿地把
钱还给了傅同学。此时，那个抢钱
的人和其他同伙围了上来。 记者
警告他们，如不还钱，就要报警。
一群人一边谩骂， 一边很不情愿

地把钱扔给了傅同学。

时代广场“超级英雄”
与游客合影乱收费被查

“乱收费现象”不止发生在好莱坞
星光大道， 纽约时报广场也因此类似
问题遭到游客投诉。在美国时代广场，
每天都会见到身着卡通人物服装的人
走在拥挤的人行横道或广场上， 他们
之中很多人服装破旧， 向着经过的儿
童伸出双臂。拍照后，他们就向游人挥
舞着写有“小费”字样的卡片或布袋。

2014年7月一名扮装成“蜘蛛
侠”的男子强行向一名女性游客收取
小费而遭到警察制止，随后该名男子
对警察进行殴打，最后被逮捕。

时隔一个月，两名“钢铁侠”、一
名“蜘蛛侠”和一名卡通人物“艾蒙”
的扮演者被指控阻拦行人。身着蜘蛛
侠服装的人还抓住行人与其合影，他
也因有侵犯性的乞讨行为受到指控。

为此，纽约警方专门发出警告和
对涉事人员进行查处。

据英国《卫报》报道，鉴于美国纽
约时代广场的扮装人物曾攻击游客，
强行拍照索要现金，纽约警方因此专
门印发传单，提醒游览时代广场的游
客“与扮装人物合影是免费的，是否
给小费完全是个人选择”。

报道称，当时印发的传单上的提
示用英语、西班牙语、汉语、德语以及
法语共五种语言写成。传单还提醒游
客，若被强制要求支付现金，可寻求
警察的帮助， 也可拨打911求助。在
传单发放之后的数小时内，就有四名
“超级英雄” 扮装人因为拦截行人并
强制合影而被逮捕。 ■据法制晚报

◆李佳兴(父亲:李换平,母亲:
李顾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2791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伍三生物质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
机构信用代码证 P1043060200
130380J，帐号 1838920104000
3258，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7
000130380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神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开福区国家税务局和
长沙市开福区地方税务局 2009
年 9月 18 日和 28 日核发的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43010569
403356X，声明作废。

◆王嘉懿婵（父亲：王炎,母亲：汤
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号 P4
30181647，特此声明作废。

◆赵静逸（父亲：赵光才、母亲：
曾春英）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
号:K430828315，声明作废。

◆胡思音（父亲：胡纯昌，母亲：
周小花）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1025465，声明作废。

◆卢雨晴（父亲：卢国蜜，母亲：
谭燕飞）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I430096230，声明作废。

◆杨嘉惠（父亲：杨彬华，母亲：
李白娥）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174793，声明作废。

◆谭宇珊（父亲：谭小林，母亲：
邓雪林）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39546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新力电脑经营部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1 份，
发票代码 4300164320， 发票
号码 25873563，声明作废。

◆唐思齐（父亲：唐斌，母亲：
邓香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2648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临湘市白羊田隆泉物料配送
有限公司遗失临湘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 2010 年 10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号码：
430682000007504，声明作废。

◆王兴宇（父亲：王海华，母亲：
廖永梅）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7459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宏源市场溇
江水产行遗失张家界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武陵源分局 2013 年 5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
号 430811600026767,声明作废。

◆凌钰婕（父亲：凌静，母亲：
黄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18408,声明作废。

◆李梓萱（父亲：李鲤，母亲：
邓鑫）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448469,声明作废。

◆周紫萱（父亲：周黎，母亲：
陈礼）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H430822464,声明作废。

◆夏品豪（父亲：夏春辉，母亲：
洪亚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656757,声明作废。

◆龚旭尧（父亲：马武坚，母亲：
龚雪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284360,声明作废。

◆袁欣乐（父亲：袁富，母亲：颜
有香）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555100,声明作废。

◆谭钰婷（父亲：谭健常，母亲：
洪小慧）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019466,声明作废。

◆湖南岳阳监狱欧阳思聪遗失警
号 4306143，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岳阳监狱许建辉遗失警号
4305959；声明作废。

◆岳阳监狱王敏遗失一级警司警
察证，号码 4305939；声明作废。

◆湖南岳阳监狱罗晓春遗失专
业技术三级警监警察证，号码为：
4306016；声明作废。

◆蒋文杰（父亲：徐朝元，母亲：
蒋爱艺）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70044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蒋自富遗失怀化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鹤城分局 2015 年 3 月 11 日换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号
4312026001127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袁凤英鞋店遗失长沙市
芙蓉区国家税务局 2015年 7 月
23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 ， 税 号 :5107031987071331
43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浏阳市淮川万惠电器商行遗失
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记账联，
发票联）二份，代码：430016
3320，号码：10409049，1040
907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成辉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6 年
5 月 9 日核发 430382600026914
的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李彦博于 2017年 7月 16日遗
失身份证，证号 43010319890713
10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华联达通讯设备
经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6 年 5 月 30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册
号：4301026004152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翔翼机械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湖南省增值税普通发票共
42份，发票代码：4300164320，
发票号码：10459968、110459
975-10460015，声明作废。

◆邓博遗失购车发票, 发票代码:
143001620660,发票号码 :00
051484,金额 700000 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豆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
分局 2014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为：
430122000049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九炎节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县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局 2016 年 8 月 2 日核发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430121338466115H
营业执照副本 2-1，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幕维影像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
用机打发票 3 份，代码 143001
210128，号码 48337617、48337622、
48337641，声明作废。

◆曹煜崟遗失湖南世纪金源置业
购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开具的
保证金收据一张，金额:13896.77
元，号码:01994422，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公 告
湘 M7MH18 李飞：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信件
未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
送达，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
日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处罚
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号， 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年 7月 18日

公 告
湘 AP2D13陈小军：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已向你邮
寄《行政处罚决定书》、《延长
扣押期限决定书》， 因信件未
收取退回，现我局向你公告送
达，请你于公告之日起六十日
内到我单位领取《行政处罚决
定书》、《延长扣押期限决定
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
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
路 7 号，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年 7月 18日

遗失声明
长沙通程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废票
十二份，发票代码：4300162320，
发票号码：02803946；02803438；
发票代码：4300163320，发票号码：
04901171；04901379；发票代码：
4300164320，发票号码：17397936；
17402005；17314142；05931533；
发票代码：4300171320，发票号码：
13498387；13851061；07219407；
13498805，声明作废。

◆李泽亮（父亲：李杜刚，母亲：
刘丽红）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0618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遗失海
运正本提单 HBL 一份，提单
号码：D071705053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顺县留芳通畅工程公路施工
队遗失永顺县食品药品工商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21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3127MA4LKRH390 的 营
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周奕典（父亲：周耀勋，母亲：
徐凤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 ：K430750076，声明作废。

◆洪锦彪 430421198504248211 二
代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好莱坞星光大道上，几个卖光盘的小贩将一位中国游客(前左)围住。

追访导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