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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武“旅游执法组合拳”让游客“软着陆”
委、县商工委、县安全监管局、县体育局、县
环境保护局、县食品药品监管局、县城管局、
县卫生计生委等 16 家涉旅部门，在河南省率
多年来，修武县旅游市场最难解决的问题 先建立了修武县旅游市场联合执法联席会议
是什么？
制度，由县政府主管领导牵头，定期召开联
修武县旅游发展委员会旅游监察执法大队 席会议，并下设旅游综合执法办公室，办公
队长张旭平不假思索地回答：“家庭宾馆上路 地点设在云台山景区综合服务楼。此办公室
喊客。”
的设立，让修武县旅游执法工作有了固定的
这一乱象在今年得到了有效控制，这令张 “司令部”，并促进了修武县旅游执法的长效
旭平和同事们高兴不已，并在岁末之际，将 化、常态化。
“有效制止家庭宾馆上路喊客”写进年度工作
抓住机会，修武县旅游发展委员会将“家
总结。
庭宾馆上路喊客”乱象上报修武县旅游市场联
张旭平介绍，2005 年，为了解决云台山 合执法联席会。在该联席会的协调下，全县多
景区“家庭宾馆上路喊客”乱象，修武县旅 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短短几个月，“家庭宾
游发展委员会 （时称“修武县旅游局”） 规 馆上路喊客”乱象得到了有效制止。
范 300 余家家庭宾馆在云台山百家岩停车场
张旭平告诉记者，如果哪家家庭宾馆上路
持证按序喊客，这一方法延续至今。然而， 喊客，县公安部门或可按“非法拦截机动车
仍有部分家庭宾馆不按规定办事，在重要旅 辆”“扰乱景区单位秩序”等管理条例，对其
游路段、景区门口等区域喊客，有损景区形 进行处罚。如果构不成案件，县工商局、县食
象，影响游客心情。于是，他和同事们十几 品药品监管局等部门将严格按照相关管理条
年来经常为此“蹲点执法”，但这样的做法耗 例，对其进行检查、监管。
时费力，且效果不佳。其间，县旅游部门多
截至目前，修武县已打击处理上路拦车喊
次与其他部门沟通，却很难找到相关的管理 客事件 17 起，整顿家庭宾馆 12 家，处罚社会
条例。
闲散人员 4 人。
今年 7 月，修武县政府联合县旅游发展委
“乱象少了，我们的工作好干了，游客也
员会、县法院、县公安局、县工商局、县交通 舒心了。最近许多游客向我们反映，许多景区
运输局、县文广新局、县地税局、县发展改革 都有乱拉客、喊客现象，可云台山让他们耳目

本报记者 王玮萱

一新。
”谈起变化，张旭平说。
“创新旅游执法模式，打通服务游客‘最
后一公里’”，是近两年修武县旅游构建旅游
管理新格局、助推全域旅游快速发展、全面升
级旅游新形象的明确思路。
2016 年 9 月，修武县在全省率先启动以县
旅游发展委员会为牵头单位，建立“旅游警察
大队＋旅游法庭＋工商旅游分局”的综合执法
体系，该县称其为“1＋3”旅游综合执法模
式。2017 年 7 月，该县又新增旅游物价巡查大
队、旅游食品安全监管大队等，纳入旅游综合
执法办公室统筹管理。
整合执法力量，加大旅游部门统筹力度，
让游客“一站式”解决难题。如今，伴随旅游
执法新模式的深化，修武县旅游新形象得以放
大。
孟源是修武县旅游警察大队副队长，谈起
旅游执法新模式带来的变化，她与张旭平感同
身受。
孟源说，2016 年国庆节，修武县 110 接到
游 客 报 警 40 余 起 。 这 些 警 讯 多 是 食 品 不 卫
生、购物纠纷、对家庭宾馆卫生条件投诉等，
不在公安部门管理范围。此外，修武县警力多
集中在城区，云台山百家岩派出所只有 3 名民
警，遇到旅游高峰期，警力明显不足。
今年，修武县旅游警察大队民警增至 54
名，纳入旅游综合执法办公室统筹管理，解决

了景区警力不足的问题。
“今年国庆节旅游高峰期，旅游警察大队
接到游客报警不足 10 起，游客对旅游警察满
意度打分是 100 分。旅游执法新模式让警力分
配到了更多真正需要帮助的游客身上，赢得了
游客称赞。
”孟源说。
云台山景区是修武县旅游执法新模式的直
接受益者。据该景区负责游客投诉的责任人介
绍，自修武县旅游执法新模式建立以来，景区
道路沿线家庭宾馆违规上路喊客、拉客的行为
大幅减少，环境脏、乱、差现象从根源上进行
了治理，景区内部私搭乱建现象得到了遏制，
违规经营、欺客宰客、哄抬物价、强买强卖等
行为得到了严厉打击。在处理游客投诉时，所
有涉旅职能机构从分开办公转为联合办公，当
场解决各类投诉，防止推诿扯皮，提高了办事
效率，节省了游客时间，游客对此满意度很
高。
采访时，张旭平拿出了一份 《旅游投诉转
办通知书》，记者注意到该 《旅游投诉转办通
知书》 上，投诉人信息、被投诉人信息、投
诉内容以及处理问题时的送达人、接收人、
处理结果写得一清二楚，这些信息被录入电
脑，在旅游综合执法办公室平台联网管理。
这说明，修武县旅游执法新模式仍在持续深
化，全面提升旅游城市新形象，构建修武旅
游大格局。

在旅途中传递爱心

本报记者 宁江东

记河南好时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导游王素娟
——

“我们每个人都在各自的行
业努力着、坚持着，希望收获
幸福、实现梦想，而我心中也
有一个小小的梦想，那就是为
游客在旅途中传递爱心，做优
秀导游。”河南好时光国际旅行
社有限公司导游王素娟说。
2006 年，王素娟考取了导
游讲解证，进入旅行社，成为
一名职业导游。在此之前，她
一直在工厂上班。“在工厂上班
都是流水线工作，并不需要接
触太多人，但做导游不同，需
要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如何与游客沟通，如何为游客
提供满意的服务，这让当时的
我 产 生 很 大 的 压 力 。” 王 素 娟
说。
为此，王素娟白天带团，
晚上回家写带团总结。每次接
待游客有哪些方面做的不到
位，王素娟都会认真地记到笔
记本上。两年时间，王素娟写
了好几本带团总结，业务能力
得到了不断提高。2008 年，王
素娟顺利考取了导游证。
王素娟认为，要成为一名
合格的导游，就要时时刻刻为
游客着想，为他们提供细致入
微的服务。去年 4 月，王素娟接
待一个拼客旅游团到洛阳看牡
丹，由于高速堵车，看完几个
景点坐大巴返程时已是晚上 9 时，许多游客都没有吃
晚饭，王素娟便将自己带的零食分给车上的孩子，她
的爱心举动赢得了全车游客的赞许。还有许多这样的
爱心举动，让游客点赞。
为了让游客感受河南文化的魅力，王素娟一方面
到图书馆阅读 《中国通史》《史记》 等方面的书籍，
另一方面不断向同行讨教，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
质。
“如何为游客提供满意的服务，那就是热爱导游
这份工作，并拥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广博的知识以及
对游客发自内心的真诚和热情。”王素娟说。

图为王素娟。

本报记者

宁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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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近 50 家企事业
单位厕所免费对外开放
本报讯 （记者王玮萱） 记者近日从沁阳市旅
游发展委员会获悉，按照沁阳市创建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的工作安排，目前，沁阳市近 50 家企事
业单位厕所免费对外开放。
据沁阳市旅游发展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沁阳市不断加大公共厕所项目建设的投
资力度，方便市民使用，但仍存在市民如厕难的
问题。今年 9 月份以来，按照沁阳市创建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的工作安排，沁阳市创建全域旅游办
公室要求部分乡镇办事处辖区内机关、企事业单
位厕所免费向公众开放，并按统一格式制作免费
开放厕所的标识牌。
另悉，自沁阳市推动企事业单位厕所免费开
放以来，已切实缓解了由于沁阳市区、旅游主干
道公共厕所较少，导致市民如厕难的问题。如
今，沁阳市民走在街上，便可以轻松按照“单位
所属卫生间，办公时间对外开放”的标识牌找到
厕所。

“扫一扫”二维码
轻松游览神农山
本报讯 （记者王玮萱）“双 12”即将来临，神
农山推出“扫一扫”二维码 12 元游神农山活动，游
客可在 12 月 12 日、13 日使用特惠门票。据悉，神农
山预购门票时间为即日起至 12 月 13 日 8 时，一旦预
购，
钱不退还。
初冬，太行
美景正当时。此
时，神农山云阳
寺、紫金顶、龙
脊长城、临川寺
等 8 大景区的 136
个景点，可让游
客赏尽太行山的
初冬之美。

七贤镇打造乡镇全域
旅游新模式
本报讯 （记者宁江东 通讯员李歌） 为了打
破工业强镇资源枯竭的发展瓶颈，加快辖区各村
旅游发展，开拓村干部发展乡村民宿的思维理
念，12 月 1 日上午，修武县七贤镇聘请中国首家农
业垂直众创空间 《农创空间》 创始人，农业部、
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市县农旅文创新模式专
家魏兰君授课，加强项目谋划，打造乡镇全域旅
游新模式。
魏兰君以七贤文化为主题，创新思维，谋划
红色旅游、养生休闲、陶艺制作、乡村故居、怀
梆文化、特色小吃街、五彩一道沟、韩庄小毛驴
古镇等项目，打造七贤镇旅游精品线路，拉大七
贤镇旅游格局。

云台山镇马连沟
民宿村落开发项目签约
进入冬季以来，云台山景区旅游热度不减，连续的晴朗天气给其带来不同于秋季的蓬勃生机。在云台山景区百家岩草坪广
场上，广场舞爱好者翩翩起舞，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段 超 摄

“平安旅游”助力“平安焦作”

市旅游局持续推进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玮 萱） 今 年 年 初 以 语，在 LED 显示屏上滚动播出平安建设宣
来，市旅游局持续推进综治和平安建设工 传内容，利用官方微信、微博展示平安建
作，并初见成效。
设成果，营造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成
在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中，市旅游局 果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
始终将“平安旅游”“平安景区”创建与
此外，市旅游局还借助“平安建设宣
“平安焦作”建设紧密结合，让“平安旅 传月”“安全生产月”“平安景区”创建等
游”助力“平安焦作”建设。
活动载体，结合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
强化组织实施力度。市旅游局把综治 工作，大力开展综治和平安建设宣传工
和平安建设工作列入年度工作计划，与业 作，增强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
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同奖 文明意识和法律意识。
惩，让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在日常工作中
今年 4 月，市旅游局与市综治办联合
轻口号、重落实。今年年初，市旅游局印 印发了 《焦作市“平安景区”创建工作实
发了 《2017 年旅游系统综治和平安建设创 施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
）。
《方案》明确要
建规划》，任务到位，责任到人，助推综 求，各县（市）区旅游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原
治和平安建设工作。
则，结合自身实际，通过“平安景区”创
为使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深入人心， 建活动，提升干部职工参与综治和平安建
市旅游局根据市综治办的统一部署和 《关 设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责任意
于深入开展 2017 年平安焦作建设集中宣传 识，促进综治和平安建设各项工作的落
月活动的通知》 文件精神，拟定印发了 实。截至目前，“平安景区”创建活动完
《全市旅游系统 2017 年平安焦作建设集中 成了“宣传发动”“组织部署”“全面落
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利用旅游景区人 实 ”“ 自 评 自 查 ” 四 个 阶 段 ， 现 已 进 入
流量大的优势，在景区停车场、游客服务 “检查验收”阶段，将对验收通过的景区
中心、游船码头、索道站等游客集中地带 进行命名。
设立醒目的平安建设宣传牌，悬挂横幅标
治理旅游市场。市旅游局结合旅游行

业特点，积极排查涉旅热点、难点问题，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防止群体性上访事
件发生，并深入开展旅游市场整治工作，
整顿和规范旅游行业秩序，重点打击非法
经营、虚假广告、黑车、黑导游、违法小
广告等不法行为，重点检查旅游安全、旅
游合同和旅游景区相应的安全设施。今年
上半年，市旅游局共出动执法检查 192 人
次，检查旅游企业 91 家次，有效净化了旅
游市场。
积极筹措资金，全力推进重点村共治
共建工作。市旅游局积极对孟州市槐树乡
汤庙村开展综治和平安建设重点村共治共
建工作。今年 6 月至 9 月期间，市旅游局
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组先后 4 次到汤庙村
进行实地察看与工作对接，并与孟州市政
法委相关领导进行多次座谈，详细了解汤
庙村的实际情况和需求。通过座谈，市旅
游局决定拨付 10 万元帮扶资金，完善汤庙
村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力争使汤庙村达
到“防控设施更新升级、防控队伍专职专
干、防控绩效全面提升、群众守法意识明
显增强”的工作目标，让“平安焦作”建
设造福一方百姓。

本报讯 （记者宁江东 通讯员张辉） 12 月 1
日，修武县云台山镇政府和永城市汉泽源旅游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就马连沟民宿村落开发项目签署
投资协议。
马连沟民宿村落项目位于云台山镇西沟村马
连沟自然村，占地 30 余亩，计划总投资 2 亿元，
建设周期 3 年，建设民宿及配套项目。该项目的签
约标志金云路高端民宿群建设迈出了更加坚实的
一步。

净影风景区
携手小康汽车举办车友会
本报讯 （记者王玮萱） 12 月 3 日，净影风景区
携手焦作小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举办“驾享
风光，超级风迷在路上”车友会。
当天，近 100 名车友饱览醉人山水、体悟古刹
深意，同时该景区讲解员还为大家讲解了净影寺
传承千年的历史文化。其间，该景区还为车友们
准备了趣味小游戏，让他们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下图为车友们沉醉在游戏乐趣中。
（照片由净影风景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