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唐新颜 版式 龚晓旭 责任校对 邓新明 2019 年 8 月 28 日 星期三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建设桂林国际旅游胜地2

□本报记者 刘倩

全面启动自由执业试点，桂林“导

游超市”在全国率先“开张”

2016 年 7 月 13 日，贵州游客张婷婷带着
10 个亲人一起乘坐高铁来到桂林旅游。为了旅
途顺利，她通过桂林“道游网”直接预约了桂林
导游熊间贵，服务费用为 200 元/天。这样，导
游熊间贵成为了全国首个“吃螃蟹”的人。他们
的这次交易是广西和桂林市线上私人预约持证导
游成交的首单，标志着作为全国线上导游自由执
业首批试点的桂林倾力打造的“线上导游超市”
在全国率先“开张”。

长期以来，国内的导游大多受旅行社管理支
配，在带什么样的游客团和获得多少服务费等方
面往往缺乏话语权，导致一些导游为了增加收
入，擅自乱带游客进店购物，更改旅游行程甚至
强制游客消费等。随着“互联网+旅游”时代到
来，国家旅游部门开始通过构建让导游脱离旅行
社支配，在网上直接与游客双向选择的平台，以
充分保障导游服务质量和游客合法权益。

被誉为全国旅游发展“风向标”的桂林，是
全国导游自由执业首批 9 个试点城市之一，主要
探索线上、线下导游自由执业。经过筹备，广西首
家政府官方认证、旅行社承诺担保的导游服务平
台——— 桂林“道游网”在全国率先上线。截至目前，
已有 1500 多名持证导游登记了相关信息。

记者打开“道游网”看到，网站上不仅有导
游的姓名和照片，还有他们的服务星级、标价
等，就好像走进一家“导游超市”。与传统的旅行社
随意指派导游，“导游好不好全靠碰运气”不同，在
这里游客可根据自己的喜好挑选导游。让游客安
心的是，这些导游均持有国家颁发的导游证，并承
诺“不进店、不拼团、不甩团、不无故更改行程、不
强制消费”，而且服务全程受旅游行政管理部门监
管。记者看到，“道游网”上游客的留言都是“导游
很好很热心！”“导游服务很好，很周到！”还有不少
游客咨询导游接单事宜。

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线上导游超市”的“开张”，让导游从所谓的
“人头费”、垫付团款等生存压力中解脱出来，
关注本职的“导”和“游”，从而规范了旅游市
场，促进了服务质量提升。

全方位监管旅游市场，创新旅游综

合执法“1+3+N”

探索导游管理体制改革是《规划纲要》对桂
林提出的一项任务。实际上，桂林在国际旅游胜
地建设中探索了多项旅游改革政策，其中不少成
为全国第一、国内首创。

针对旅游市场监管面宽、监管部门多、监管
难度大的实际，我市积极探索建立旅游市场综合
监管机制。目前，在重点旅游地区实行“ 1+3+
N ”旅游综合管理机制。

“ 1 ”是指综合监管指挥平台。 1987 年 11
月，我市率先在全国成立了旅游质监执法机
构——— 桂林市旅游监查所。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
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历经几次改革，目前，“桂林市
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桂林市旅游执法支队、桂林
市旅游服务质量投诉中心”实行“三块牌子、一套
人马”的运作方式，主要承担全市旅游市场的监督
检查、旅游投诉处理以及旅游综合执法等工作，特
别是在规范市场秩序、保障旅游者及旅游经营者
合法权益、开展旅游综合执法、旅游城市间质监
互动协作、旅游品质保障和旅游质监执法信息化
建设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和创新。

“ 3 ”是指 3 支执法队伍，即旅游工商分
局、旅游巡回法庭、旅游警察。 1988 年，我市
率先在市工商局成立了旅游市场管理分局，负责
旅游市场的监督和管理。重点对全市主要景区景
点、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和旅行社、桂林国际旅
游商品批发城等三大重要旅游区域进行专门监
管，并分别设置景区工商所、综合工商所和批
发城工商所，实现职责分工明确，联动协调

高效，有效避免了机构分散、权责不清、推诿扯皮
等现象的发生。多年来，旅游市场管理分局始终是
桂林工商部门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服务旅游发展
的“主攻手”。

2016 年 9 月，桂林在全国首创了“旅游警
察”模式，并于 2017 年 3 月在市公安局漓江风
景名胜区分局增挂桂林市公安局旅游警察支队牌
子，主要职责为维护桂林市旅游市场秩序和旅游
治安环境。旅游警察主要负责指导协调查处、办
理各类涉旅案件。

旅游警察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对旅游市场秩
序监管的单打独斗，而是与其他旅游市场秩序行
政执法监管部门机构实行联勤联动，建立高效快
速的“多部门联勤联动、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实现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无缝衔接，高效快捷
地处置各类案件和市民游客的投诉，着力构建和
谐稳定的桂林旅游市场秩序。

2016 年 6 月 15 日，“桂林市秀峰区人民
法院旅游巡回法庭”在桂林市旅游投诉处理中心
挂牌成立，统一受理投诉到该中心的旅游纠纷。
旅游巡回法庭相对固定审判人员，负责处理旅游
纠纷案件。在处理旅游纠纷方面仍以旅游局的相
关部门为主导，旅游巡回法庭主要把好法律关。

为了进一步方便游客解决纠纷，阳朔、兴
安、龙胜人民法院分别在当地旅游投诉处理部门
设立旅游巡回法庭，负责调解和审理当地旅游纠
纷案件。在其他县（区），将处理旅游纠纷纳入
工商局与法院联合成立的“消费者权益保护中
心”或者“消费纠纷巡回法庭”进行解决。

“ N ”是指政府多个有关职能部门。旅游
市场综合监管中，各个职能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开
展不间断的旅游市场监管工作。特别是在旅游市
场秩序整治“春季行动”“暑期整顿”“秋冬会
战”和“利剑行动”等专项行动中，对我市旅游
市场存在的虚假宣传、超范围经营、违规履行合
同、欺客宰客等扰乱市场秩序、损害游客利益的
行为进行严厉打击。今年以来，我市进一步巩固
2018 年旅游市场整治成果，结合“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工作，不断创新市场监管举措，加大综
合监管力度，持续保持高压整治态势。 1 — 6
月，我市积极开展旅游市场检查，共出动联合执
法检查人员 2 万多人次，检查营运车辆 2 . 9 万
多辆，查处各类交通运输违法行为 567 起，检
查旅行社及服务网点 279 家次，检查旅游团队
86 个，检查景区(点)及码头 176 家次，检查休
闲购物场所 227 家次，检查星级宾馆酒店 51 家
次，检查导游证 61 人次，现场纠正一般违规行
为 144 起，约谈旅行社负责人 5 人次，下达责
令整改通知书 27 份，立案 8 件，下达行政处罚
决定书 7 件，为游客挽回经济损失 108 万余
元。通过检查整治，推动我市旅游市场秩序不断
好转。

在“ 1+3+N ”旅游综合管理机制的管理
下，我市旅游市场秩序总体安全、有序、平稳，
游客满意度节节攀升。这一经验在全国旅游相关

会议上进行了推广。

率先做出购物承诺，游客可 30 天

内无理由退换货

游客来到桂林旅游，买点本地特色产品和
旅游纪念品是不错的选择。然而，如果旅游购
物管理不规范，游客利益受损，也将影响桂林
旅游形象。为了解决这一“顽疾”，桂林旅游
部门对旅游购物进行了严格管理，坚决遏制损
害游客利益的行为。

2017 年 6 月 4 日，广西首家、全国第三
家旅游购物退货监理中心在桂林市旅游投诉中
心正式挂牌成立，游客在桂林旅游购物可享受
30 天内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此举标志着桂林
整治备受诟病的“不合理低价”旅游购物又迈
出了一大步。市旅游部门负责人表示，该平台
的建立，是规范我市旅游购物、完善我市旅游
购物服务平台、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我市旅游
市场满意度的有力手段。

该监理中心是由桂林市旅游景区和休闲购
物企业协会联合市旅行社协会、市导游协会一
起创办的，在广西开了先河。自此，游客在桂
林市旅游景区和休闲购物企业协会下属的 60
多家成员单位购买的商品，自购买之日起 30
天内，在保证商品没有人为损坏或物理变化的
条件下，可拿购物凭证无理由退换货。

而为了保障退换货顺利进行，监理中心设
立了 40 万元人民币的退货保障金。只要出现
退货退款，就会相应地补足退货保障金，为退换
货服务提供充足的资金保障。监理中心还承诺
从受理到完成退换货，7 个工作日内办结。

监理中心运营以来，实现了旅游购物 30
天内无理由退货 100% 贯彻执行，消费者要退
立即就退，充分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此举也

有效杜绝了强买
强 卖 行

为，进一步打击了“套老乡”等模式诱导、强
迫、欺诈旅游者购物的违法行为，受到了游客
的好评。

桂林市旅游景区和休闲购物企业协会会长
席国际表示，桂林旅游要持续发展，建立专业
性的服务保障体系是必不可少的。下一步将争
取通过更多的推广宣传渠道，让更多游客知晓
这个平台，使大家到桂林旅游更加愉快。

针对游客“痛点”，我市对购物市场集中
开展“刮骨疗毒”式的重点专项整治。 2018
年 8 月 24 日，我市下文要求全市所有旅行社
暂停组织游客进入旅游购物店，同时出台《桂
林市旅游消费购物点列入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
现场审核规范性指标(试行)》，对全市所有旅
游购物店实行“企业自评”“县(区)人民政府
组织初核”“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复核” 3
轮核验工作，合格一家，允许纳入全市旅游团
队电子行程单一家，并实行动态监管工作机
制，实现对全市旅游消费购物市场的有效监
管。我市还通过“一键游桂林”平台在旅游购
物企业搭建“旅游购物企业税收监管平台”，
去年全年旅游购物店纳税同比增长 96% ，针
对旅游购物店的投诉呈现明显下降趋势。

创新旅游市场监管机制，让管理更

智慧有效

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中，我市充分发
挥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先行先试的优势，注
重创新机制，以更智慧、更有效的方式监管旅
游市场。

为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监管，我市指导 6
城区各自聘用 3 — 4 名协管员，协助开展旅
游市场监管工作，形成旅游市场监管新模式。
去年 11 月，市旅监所联合县（区）旅游部
门，分 5 个组对各县区内的旅行社服务网点
和旅游购物场所等进行联合交叉检查。通过交
叉检查行动，不仅加强了对县域旅游市场的监
管力度，而且有效提升了各县（区）旅游质监
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执法水平。

此外，我市以智慧旅游为依托，全力推进
旅游团队电子行程单应用推广工作。为进一步
加快旅游市场监管电子化、信息化，市旅游部
门组织多批次旅游企业业务员操作使用培训
班，要求各旅行社及时上系统录入旅游电子行
程单，让整个接团过程便于接受监督。目前已
有超过 200 家旅行社登录《桂林旅游服务质
量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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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1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发

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专门给一个地级市批复战

略性发展规划纲要。

《规划纲要》明确了桂林国际旅游胜地建设的战略定位，即成为世界一流的旅游目

的地、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区域性文化旅游中心和国

际交流的重要平台。

经过多年的建设，桂林“全国旅游创新发展先行区”建设卓有成效。桂林市委、市

政府坚持规划引领，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政策扶持，探索出了一条生态、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之路，在旅游业发展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道路上，大步流星，硕果累累，在开

放发展、旅游综合改革、旅游业态创新、旅游产业用地改革等方面率全国之先，为其他

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分享的旅游发展“桂林方案”和“桂林模式”，成为现

代旅游业的典范，成为国内旅游改革“先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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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桂林东巷历史文化街区，游客熙熙攘攘。桂林勇当国
内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者”，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可
分享的旅游发展“桂林方案”和“桂林模式”。 记者唐艳兰 摄

游客在我
市旅游休闲街区
象山夜市选购具
有桂林特色的旅
游纪念品。桂林
旅游监管部门对
旅游购物实施严
格管理，坚决遏
制损害游客利益
的行为。

记者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