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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2

□本报记者 周文俊

旅游党建

为桂林旅游注入“红色动能”

夏日的漓江，碧波荡漾。来自世界各地的
游客们在游览漓江时会发现，不少游船上迎风
飘扬着一面鲜红的党旗，船头悬挂“共产党员
先锋号”的“招牌”鲜艳夺目，身着“党员先
锋服务队”红色背心的船员，胸前佩戴党徽，
面带微笑为游客提供周到的服务。

“看到党旗、党徽、党员等这些红色元
素，不仅有一种庄严的仪式感，更让人感到是
对游客做好服务的一种承诺和用心。”今年 5
月，来自江西上饶的游客胡蒙宜说。她坦言，
全程游玩下来，也确实体会到了导游和船员的
热心服务。

将党旗插在游船上，将红色故事融入旅游
中，将优质服务贯穿在每个共产党员的行动
里，这是我市多年来坚持以打造高标准党建品
牌为抓手，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和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以党建引领旅游加快发展的缩影。

记者了解到，在旅游党建品牌打造中，我
市着力把党支部建在景区景点里、建在行业产
业链上，通过规范化建设，创新实施“五亮三
岗双争”和“一线三面五插旗”模式(即亮身
份、亮职责、亮承诺、亮监督、亮业绩，设立
党员责任岗、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争创
先进党组织、争当优秀党员；以全域旅游党建
为主线，强化党建与优质旅游服务的关联面、
与旅游胜地建设的融合面、与美好旅游环境的
和谐面，将党旗插在企业、行业、队伍、车
辆、线路上)，初步形成以“党旗领航”为载
体，党建工作深度嵌入胜地建设、“吃住游购
行”一体化推进的党建引领全域旅游发展的新
格局，成功打造了以“党旗领航”为统领的
“漓江党旗红”“放心旅游”“乐游桂林”
“畅游漓江”“情暖车厢”等一大批旅游党建
品牌，涌现出万福商圈综合党委、阳朔漓江排
筏从业者协会党总支等一批自治区级党建示范
点和旅游特色党组织，涌现出荣获 2018 年全
国“诚信之星”的桂林市导游协会党总支书记
刘萌刚等一批先进典型，为桂林旅游发展注入
强大的“红色动能”。

记者了解到，刘萌刚先后 3 次援藏，不
仅展现了桂林导游精湛的业务素质，更体现了
桂林党员导游勇于奉献、敢于担当的精神。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他从事导游工作 15 年来，先后
接待了近 2 万名国内外游客，没有受到过一例
投诉，成为桂林旅游诚信和品质的标杆。

桂林九州宏福游船有限公司党支部党员黄
付运从业 30 多年，始终兢兢业业以真诚贴心
的服务，在运载游客游览漓江中从未发生任何
事故。去年 7 月 21 日，黄付运还和同事一起
救起溺水的湖南游客唐先生，并联系唐先生家
人将其安全送回酒店。后来，唐先生及其家人
给黄付运所在的党支部送来“河水无情人有情

见义勇为暖人心”的锦旗，成为桂林旅游界
一段佳话。唐先生家人由衷赞叹说，桂林真的
就像大家口口相传的——— 山美水美人更美。

“针对桂林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我们
还引导企业开通红色旅游专线，以党建助力
红色旅游。”市两新组织党工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 2016 年以来，通过引导，桂林市
金天下国旅、盛景国旅等多家旅行社先后开
通 10 条红色旅游专线，并开展“瑶山深处
党旗红·老山界下守初心”等红色旅游党建
活动，建立“党员先锋岗”“责任区”“服
务站”，让党员亮身份、优服务、做标兵，
在红色旅游中展现红色正能量，桂林山水的
红色故事逐渐成为了桂林旅游的又一张亮丽
名片。

党旗领航

打造桂林旅游一流品质

2018 年 11 月，在经过前期一系列对全
市旅游企业引导和培育的基础上，我市启动

“党旗领航·品质旅游”主题活动，引导党员经
营户亮牌经营，旅游业党员亮身份、亮职责、
亮承诺，主动接受群众和游客监督，并积极参
与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在桂林国际旅游胜地
建设中高扬红色旗帜，提升桂林旅游全产业
链服务品质。

旅游从业人员是桂林旅游的“代言
人”，队伍的素质修养和服务水平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游客对桂林印象的好坏。在主题活
动中，市旅游部门积极开展“党旗领航·品
质旅游”暨党员导游亮身份活动，重点以旅
行社、景区景点、旅游线路等为阵地，通过
设立党员导游服务中心(驿站)、组建党员导
游志愿服务队、建立党员导游流动服务岗、
开展党员导游大讲堂等，采取党员导游比奉
献争先进，佩戴党徽上岗，发放党员导游服
务卡，开展党员讲解员解说词比赛、党员导
游演讲比赛等方式，在全市分类指导、全面
推进党员导游亮身份活动深入开展。

如今，在桂林旅游景区景点、售票窗
口、游船、游客服务中心，甚至机场、汽车
站、火车站等场所，随处可见党员示范岗和
佩戴党徽的工作人员。只要游客有需要，他
们都会第一时间为游客解决问题。

去年“十一”黄金周，阳朔县兴坪镇游
客如潮，人山人海。来自湖南的王先生走在
人群中显得非常焦急。原来，他在乘坐竹筏
游览时不慎将钱包弄丢，里面的身份证、银
行卡等物对出门在外的他至关重要。在像大
海捞针一般找寻“那艘竹筏”无果之后，他
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走进了当地派出所。经过
一番陈述和核实，他的钱包竟然神奇地出现
在他眼前，惊得他目瞪口呆。经过了解，原

来，王先生乘坐
竹筏上的党员

筏工黄高远

在结束一趟航程收拾救生衣时，发现一个钱
包落在椅子上。由于没有客人的联系电话，
又担心客人着急，想到对方有可能会打 110
求助，于是便请假把钱包送到了派出所。结
果，等王先生到派出所刚说出情况，钱包便
像变魔术一样又回到了他的口袋里。他情不
自禁地说：今天来桂林，真正是领略到桂林
最美的风景了。

为充分发挥党员旅游从业人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我市旅游部门还积极完善包括党员
导游等在内的关怀激励机制，在制定全市旅
行社评级和导游星级标准中，将相关的关怀
激励机制融入其中，在员工招聘、评先评优
和职务晋升时，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和推荐
党员，并适度提高薪酬待遇标准，还鼓励非
公有制旅游企业成立党支部和发展党员。

记者了解到，仅 2018 年以来，在桂林
盛景国旅、兴安猫儿山、乐满地、灵川大圩
逍遥湖、五里店果蔬市场等部分景区景点、
宾馆酒店、专业市场，我市培养了 40 多名
党员导游、司机、党员质检员、党员解说
员，并推行党员导游、司机旅途全程服务、
党员质检员问题建议反馈处理、游客合法权
益不受侵害先行赔付等机制。同时还开展了
“放心消费一条街”活动，在景区景点成立
党群综合服务中心等服务平台，实现服务游
客“零距离”，将服务做到第一线、将问题
解决在最前端，以服务换品质，以品质求效
益。

桂林锦怡假日大酒店党支部是桂林旅游
酒店行业最早成立的党组织之一，通过成立
党组织搭建党员活动平台，招聘党员职工壮
大党员队伍，在入住酒店党员和酒店党员职
工中开展“四项承诺”激发党员内生动力，
在酒店党组织和酒店员工中推行星级化管
理，为入住游客提供一站式旅游服务。高品
质的旅游服务也让企业获得快速发展。据统
计， 2018 年，该酒店全年平均入住率由 3
年前的 84% 上升为 91% ，酒店营收同比增
加近 10% 。

红色驿站

一道美丽的旅途港湾

今年 4 月 8 日，几名游客急匆匆地赶到
阳朔三千漓景区旅游红色驿站，向党员志愿者
求助。原来，她们的小伙伴吴女士在游玩中突
发身体不适晕倒了！党员志愿者闻讯，立即启
动电瓶车将吴女士送到附近医务室。经过医生
紧急救治，吴女士意识才逐渐清醒，并在经过
休息，检查身体没有大碍后才安心离开。

“全靠你们红色驿站的同志第一时间送
我就医，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离开时，
吴女士和她的小伙伴们留言表达感激之情。

旅游红色驿站是我市将基层党建工作嵌
入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新平台，以“党旗更
鲜艳、游客更满意”为主题，打造游客旅途
中的温馨港湾，根据我市旅游资源和游客分
布情况，在灌阳—兴安—全州红色旅游通
道、桂阳公路阳朔段、龙脊梯田景区等桂林
黄金旅游通道、名胜风景区以及各级游客集
散中心布点设置驿站 129 个。

“截至目前，已经成功打造 69 个，在
服务游客、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取得显著的
效果。”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建设旅游红色驿站中，各级党组织利
用村(社区)、国有企业、两新组织、机关事
业单位等各领域党组织活动阵地，对已有建
筑进行升级改造，提供免费停车、免费
WiFi 、免费充电、免费开水、旅游公厕、旅
游信息查询、桂林特产电商介绍等一系列服
务。有条件的驿站设置餐饮住宿、旅游咨询
推介、地方特产展示销售等功能区。同时，
融合各地党建、旅游、历史、民俗等文化元
素进行差异化建设。

在驿站服务中，由党员带头示范，设立
党员先锋岗，开展“亮身份、树形象、做标
兵”活动，并组建机关、学校、医院、农
村、社区等各类党员志愿服务队，按照就近
结对原则，针对游客需求推送“微心愿、微
服务、微项目”等“菜单式”定制服务。对
于收集到的游客微心愿，由党员志愿者主动
认领，采取一对一、二对一、多对一的方式
帮助实现。据统计， 2018 年，旅游红色驿
站收集游客微心愿 780 个，形成微项目 726
项，游客微心愿实现率超过 95% 。同时，探
索建立红色诚信保障体系，由村(社区)“两
委”干部、驻村工作队员担任监管员，对驿
站重点推介的地方特色产品、导游服务以及
餐饮住宿业主等进行监管，确保商品和服务
的高质量、独特性和高附加值。 2018 年共
提供旅游咨询 7 . 6 万人次，协助调解旅游纠
纷 89 起，提供医疗服务 120 人次。

“我们还通过旅游牵线、驿站搭台，助
力脱贫攻坚。”市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通过开展“党旗领航·电商扶贫”行
动，推行“旅游红色驿站+电商”的“指尖
创业”模式。线上依托市级智慧党建网站，
引入京东、阿里巴巴桂林特产馆电商平台，
线下在驿站设立产品展示区、第一书记推荐
区，重点向游客推介贫困村生产经营的农产
品、土特产品、旅游纪念品等。同时，驿站周
边还设立旅游商品销售点、美食店，免费提供
给贫困户使用，安排村党组织党员担任“扶贫
先锋”，指导贫困户经营，维持日常秩序，并在
用人用工上向贫困户倾斜。据统计，2018 年
驿站共向贫困户提供导游、票务、保安、保洁、
筏工等岗位 1600 多个，人均收入达 2 .5 万元
以上，有效保障了部分贫困户的稳定收入，带
动贫困村产业发展。

“大家好！我是共产党员、国家级金牌导游刘培君。今天由我为大家提供全程导游服务，大家旅途中遇

到什么困难都可以找我帮助解决……”每次在改造一新的漓江游船上接待游客，桂林金天下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导游刘培君总是第一时间向游客亮出党员身份，并作出服务承诺。

在刘培君看来，多年来一直坚持这样的开场白和佩戴党徽，对自己来说，不仅是一种责任、一份担当，

更是向游客传递一种承诺、一份放心。每一次总能收获游客满满的信任。

随着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加快推进，桂林旅游进入提档升级和提质增效的关键阶段，如何实现桂林的

升级发展并驶上快车道？近年来，我市明确提出以“党建+旅游”为引领，将基层党建嵌入桂林国际旅游胜

地建设中。同时，随着国家“全域旅游”发展思路的提出，我市又进一步明确“以全域党建引领全域旅游发

展”，通过凝聚和发挥全市 1 .46 万个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 28 .8 万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优

质的旅游服务和一流的旅游品质，推动桂林旅游发展红红火火，不断擦亮桂林旅游“金字招牌”，助力打造

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升级版”。

“共产党员
先锋号”漓江游船
上的党员员工热情
为游客服务。

记者周文俊 摄

▲旅游红色驿
站可向游客提供休
憩、咨询、地方特
色产品展示、旅游
配套服务推介、微
心愿收集等服务。

(市委组织部供图)

党
旗
领
航

为
桂
林
旅
游
注
入
强
大
﹃
红
色
动
能
﹄

▲市导游协会党支部书记刘萌刚
(左二)在向外国游客介绍人民币上的
“桂林山水”。 (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