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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婚纱摄影市场消
费水平持续保持高位运行。前瞻产业研究院
发布的《2018-2023 年中国婚纱摄影行业市
场前瞻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显示，超过
70.96%的新人在婚纱摄影方面的消费在5000
元以上。

有业内人士表示，婚纱照的价格虽然涨
起来了，拍摄水平和质量却没有统一标准，再
加上各种影楼的大小规模不同，消费者和商
家双方签订的合同不规范等，随之产生了各
类消费投诉和纠纷。

和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田锡平表示，
婚纱摄影行业的投诉呈逐渐增加趋势，主要
是婚纱影楼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服务
的真实情况的权利，即“知情权”。但相关
法律中却对侵害消费者“知情权”没有具体
的处罚规定，而且一些细节问题在法律上
也不好界定。这增加了婚纱摄影消费维权
的难度。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南宁6月12日电（记者夏
军）近日，一条“游客在桂林跟团旅游
遭导游强制消费”的视频在网络上广
泛传播，备受关注。桂林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 12 日表示，经初步核实，该
视频中反映的涉事导游赵某某言行基
本属实，将责成赵某某向游客赔礼道
歉，并吊销赵某某的导游证。

6月10日晚，一条“这个导游好嚣
张”的视频中，一名导游正对没有购物
的游客喊话，称既然来到了桂林就要花
钱，“不管游客图桂林哪一样来的，既然
来了，就得马上下车，在一个小时内花
两万块钱。”视频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部分网站评论量达到数万条。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表示，
根据调查，涉事方是湖南到桂林的汽

车旅游团，共55人，旅游时间为5月30
日至6月2日。经初步核实，该视频中
反映的涉事导游赵某某言行基本属
实，将责成赵某某向游客赔礼道歉，吊
销赵某某的导游证，并纳入旅游经营
服务不良信息。除了对涉事导游进行
处理外，桂林市旅游部门正对涉事相
关经营者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桂林旅游部门表示，桂林市将继
续对旅游市场违法违规经营开展精准
打击，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同时再次提醒游客选择合法、诚信的旅
行社并签订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购
物和自费项目等事项，切勿选择明显低
于游览价格的项目。“不合理低价游”往
往增加自费和购物项目，甚至可能会强
迫消费，游客注意不要上当受骗。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国家统
计局12日发布数据，5月份，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7%，涨幅比上月
扩 大 0.2 个 百 分 点 。 2.3% 、2.5% 、
2.7%……自今年 3 月以来，CPI 已连
续第3个月处于“2挡位”。

专家表示，鲜果、猪肉等食品价
格涨幅较快，仍处高位，推升CPI涨幅
有所扩大，但其价格上涨具有季节性
和周期性。随着气温回升、供应增
加，食品价格上涨可控，全年CPI预计
将保持总体平稳。

鲜果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猪肉同
比涨幅扩大

“今年的水果价格普遍较高。目
前，苹果批发价约为每公斤12元，而
去年只有约每公斤6元。”山东省淄博
市一位为多家大型超市供货的水果
公司总经理陈先生说。

数据显示，5月份，食品价格同比
上涨 7.7%。其中，鲜果、猪肉等食品
价格上涨是推高5月份CPI同比涨幅
的重要因素。

“在食品中，鲜果价格处于历史
高位，同比上涨26.7%，涨幅比上月扩
大 14.8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0.48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城市司流
通消费价格处处长董雅秀说。

数据显示，5月份，猪肉同比价格
上涨18.2%，涨幅比上月扩大3.8个百
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8个百分点；
鲜菜价格上涨 13.3%，涨幅比上月回
落4.1个百分点，影响CPI上涨约0.31
个百分点。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副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近期
表示，近期水果、猪肉等部分农产品
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主要是受前
期气候、疫病等不利因素影响，具有
一定的季节性和周期性。

以水果为例，董雅秀分析，其价格
上涨的主要原因是去年苹果和梨减
产，今年库存不足，加之今年南方阴雨
天气较多，时令鲜果市场供应减少。

此外，翘尾因素也推升了CPI涨
幅。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在 5 月份
2.7%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
翘尾影响约为1.5个百分点。

环比价格趋平稳，鲜菜价格持续
回落

从更能反映价格短期变动的环
比数据来看，5 月份 CPI 由上月上涨
0.1%转为持平，环比价格已趋平稳。

食品价格方面，5 月份环比上涨

0.2%。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处于高位
的鲜菜价格继续下行，环比价格下降
7.9%。

山东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价格指
数中心负责人隋玉美介绍，5 月份北
方各地气温明显升高，蔬菜迎来生长
旺季，货丰量足，持续晴好的天气使
得运输、储存成本更低，菜价持续下
行。

“6月份随着气温持续升高，各地
蔬菜生产更加旺盛，市场进入交易淡
季，需求进一步减弱，预计下月蔬菜
价格将继续下滑。”隋玉美说。

涨势较快的猪肉价格也于5月份
出现小幅震荡回落。“受天气变热等
因素影响，消费需求减弱，猪肉价格
下降0.3%，影响CPI下降约0.01个百
分点。”董雅秀说。但业内人士同时
表示，影响猪肉价格的因素仍在变
动，未来猪肉价格或将震荡承压。

非食品价格方面，5 月份环比持
平。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收费价格
分别下降6.5%和1.5%，合计影响CPI
下降约0.04个百分点。

专家研判全年通胀温和可控

近期部分水果价格的上涨，引发
消费者和舆论关注。在水果、猪肉等
食品价格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未来物
价是否会继续走高？

对此，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
进司负责人表示，近期随着气温回
升，应季水果上市量逐步增加，多种
水果价格呈回落态势。据了解，近期
山东樱桃、河北香瓜和油桃、广东荔
枝等正在批量上市，多地水果价格普
遍显著回落。

以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为例，6
月4日红灯樱桃、京欣西瓜、妃子笑荔
枝平均批发价格分别为每公斤23元、
2.6 元和 16 元，较五月初价格分别回
落48.9%、46.9%和42.4%。

“预计后期价格将随着应季水果
批量上市逐步回落至合理区间。”这
位负责人说。

在猪肉方面，韩俊表示，其价格
上涨主要是市场供给阶段性偏紧。
中央已出台扶持政策，引导鼓励补栏
增养，近期养殖户补栏积极性提高。
同时，我国还可以增加猪肉进口。总
体来看，我国农产品供给有保障，食
品价格上涨可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下
半年，随着CPI翘尾因素明显下降，增
值税减税效应进一步显现，预计年内
CPI同比平均涨幅将控制在3%以内。

婚纱摄影行业到处都有猫腻
对于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新人来说，拍婚纱照必不可少，镜头能

够记录下他们幸福甜蜜的美好时光和青春回忆。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光鲜亮丽的婚纱照背后，婚纱摄影行业鱼龙混

杂、暗藏玄机，消费环节到处都有“猫腻”。隐性消费、二次销售、样片当客
片……新人们一不小心就可能掉进不良商家的“陷阱”里。

消费者在选择影楼时主要就是靠看“客
片”，也就是之前的客人在这家影楼拍摄的照
片。但记者走访北京多家影楼发现，不少商
家使用的“客片”都是“样片”。

“我们结婚前逛了很多影楼和工作室，销
售人员一上来就会给你展示他们之前拍摄的
照片，感觉都很漂亮。”刚结婚一年的姚娜说，
她当时没怀疑过那些样片的真实性。“但最后
我们拍出来的照片，感觉跟销售当时给我们
看的有些差距。”

“如果样片很漂亮的话，顾客就会觉得这
家影楼很专业。但其实，商家一般都不会把

真正的顾客照片放在展示样片中，而是专门
花钱购买专业模特拍摄的婚纱样片来展示。”
从事婚纱摄影行业多年的影楼老板张晶鑫告
诉记者，顾客的照片再怎么精修，和专业模特
拍出来的效果还是有差距的。“有些顾客转的
婚纱影楼多了，会感觉一些样片似曾相识，就
是这个原因。”

张晶鑫建议，在选择影楼时，消费者可以
留意店内已经完成拍摄、正在选片的顾客，看
看真实的拍摄效果。“那才是影楼的真实水
准，在没有看到真实的客片前，不要轻易做决
定。”

30岁的徐利金和女朋友郑燕打算今年10
月结束多年的爱情长跑，登记结婚。本来是
一件喜庆的事，可婚前拍婚纱照却给他们留
下了十分不好的回忆。

在去年6月的北京婚博会上，他们相中了
一家知名的韩式婚纱摄影馆。“当时工作人员
说除了有专业摄影师拍摄，还送几套精美相
册，并且承诺免费提供婚纱。”郑燕说，他们觉
得很优惠，就当场选定了一个10999元的套餐
并交了定金。拍摄前两天，婚纱店打电话请
他俩去试服装，说是拍摄当天会把提前试好
的衣服预留出来。

“这边是免费区，这边是加价区，这边是
VIP区。”还没开始选衣服，婚纱店工作人员的
话就让徐利金和郑燕傻了眼。

“之前交定金时，根本没有说明衣服是分

档次的。更恶劣的是，免费区的婚纱不仅数
量少，而且样式、品质明显很差，和加价区、
VIP区比起来简直是惨不忍睹。”徐利金最终
支付了 3000 元的加价费。“一辈子就这么一
次，我们还是希望拍得好点，不想凑合，只能
自认倒霉了。”

“一辈子就这一次”，这是婚纱摄影销售
人员最常使用的推销话术。张晶鑫说，销售
人员常常会利用新人们力求不留遗憾的心
理。“女士想尽可能照得更漂亮，男士一般这
时候也会对价格不那么敏感。”

有业内人士提醒，一些不良商家会先降
低套餐价格，之后在婚纱、化妆、拍摄等环节
上再增加付费项目。当“一步一个坑”地走完
拍摄流程后，消费者会发现，最终的价格已经
远远超出当初的预算。

“选片”是婚纱摄影的最后一个步骤，对顾
客挑选中意的照片进行“精修”和“入册”，是商
家最后一道推销手段，也是最费钱的环节。

“不少商家会在新人选片的时候，不断地
夸奖赞美，让新人不知不觉就花了更多钱来
做精修。有的影楼玩得更绝，新人必须当场
选好片带走，其余的照片马上删除，这无形中
给消费者造成了很大压力。”张晶鑫告诉记
者，不少新人难以取舍，只能多选片、多加钱。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纪凯和妻子费宵就吃
了这样的亏。今年3月，他们在一家高档影楼
拍了婚纱照，26800元的套餐，包含了300张摄

影照、200张精修照和120张入册照，另外赠送
100张摄影照。

要从上千张底片中挑选400张照片，并不
简单。“精修师在身旁一直夸赞好看，摄影师
说我们这组婚纱照在店里内部评选中成了本
月最佳，让我们实在难以取舍。”费宵说。

这时，销售人员上前为二人“排忧解难”：
“我们店会尽量帮二位留下这些珍贵的时刻，
原价100元一张精修照，只收半价，相册也可
以打折……”最终，纪凯和费宵没有经受住工
作人员的“好言相劝”，多交了近2万元才完成
了这次婚纱摄影。

用“样片”充当“客片”

套餐优惠背后加价项目不少

选片诱导顾客全部打包

婚纱摄影消费投诉纠纷逐年增加

物价未来怎么走
鲜果猪肉价格仍处高位推升CPI

官方回应“导游强制游客1小时消费2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