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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天，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持召开了全市景区

管理质量暨游客满意度提升工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江苏省
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常州市上半年度）内容，并部署常州市
景区管理质量暨游客满意度专项提升工作。2019年上半年，常
州市游客满意度新增文旅融合情况和旅游总体感受两个二级
指标后，评分为83.38分，排在无锡、苏州、南京、扬州之后，位列
第五位。全市30家A级景区代表出席会议。

会议上，市文广旅局对《江苏省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常
州市上半年度）进行传达，并组织观看了游客反映我市部分景
区管理工作问题的视频。通过对 900 多例游客采样调查，我市
景区问题主要为部分景点门票价格、二次消费价格过高；部分
景区安检制度不合理、不够人性化；餐饮形式单一，选择少；客
流高峰疏导不力，排队时间较长；部分广告宣传过分夸张，实际
体验不一致；部分景区标示标牌布局不当，指示不够清晰；环卫
保洁还有漏洞等等。从游客反馈看出，我市景区的硬件设施还
能保持相当的水平，但与之匹配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问题就
很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我市文广旅局将根据文旅部和省文旅厅的
要求，开展我市景区专项检查和提升行动。加强景区收费监
管，完善景区定价机制，集中检查、随机抽查、暗访调查，进一步
优化景区定价机制；规范景区营销策略，持续提高景区品质，打
造差异化经区新修改那个，基于游客特征和游客反馈，不断完
善景区建设与服务质量；加强客流疏导，完善景区分流措施；加
强景区引导系统，完善游客出游体验，引入大数据，辅助游客合
理出游选择。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吴志刚表示，将会力争把人民
需求放在首位，找准问题抓整治，加大指导和监督力度，对有问
题的景区，不能整改到位的情况实施零容忍。

记者在会后采访了中华恐龙园，该景区在提高景区服务质
量和游客满意度上，一直致力于提供更好、更人性化的服务。
针对会议上提出的服务管理问题，景区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沈峰
表示会配合文广旅局做好查漏补缺，及时与游客沟通，提高软
性服务水准，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沈峰说：“针对暑期游玩
高峰，我们在项目等候区增加了遮阳棚、遮阳伞、水雾风扇、防
暑降温药品，在演出场馆增加了大型吊扇，部分还增加了科普
互动和课堂。演出和影院类项目增开演绎场次。”

（文广旅 周洁）

景区门票贵、安检制度不合理、高峰排队时间长
江苏省游客满意度调查，常州位列第五

我市将逐个检查，提升游客满意度（头条）

自今年入夏以来，景尚文旅
旗下的三大景区纷纷表现出“入
夏困难”，主打清凉、避暑的各大
体验项目在华东夏季旅游市场
上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安吉云上草原，高山纳凉

云上草原高山四季旅游度
假区以“家门口的高山避暑乐
园”闻名。1168 米的高海拔之
上，云海奇观和高森林覆盖率，
云上草原负氧爆表，低于城市温
度 10℃。云山境索道、悬崖秋
千、滑翔伞、飞拉达·悬崖穿越等
十大高空刺激项目让人释放天
性、舒解压力。此外，景区还针
对亲子出行需求，开放无动力滑
草乐园、真人 CS 等童趣项目，令
许多大小朋友们意犹未尽。

茅山宝盛园，漂流玩水

位于金坛茅山度假区的茅
山宝盛园，自 2018 年全新开园
以来，一直是众多游客眼中的

“网红”。今年夏天更是不断推
陈出新，其重头戏便是“五大清
凉项目”“山野美宿低 5℃”特色
玩法，推出茅山丛林漂流、大S玻

璃水滑道、皮划艇、竹林迷宫、极
限滑草项目，结合山中别墅泳池
派对、茶田帐篷、星空球型帐篷
酒店等美宿体验，为周边游客打
造新型“漂流玩水季”。如今，茅
山宝盛园已成为“常州避暑度假
新去处”，收获了不俗的反响。

临安凉源峡漂流，
浪尖过山车

暑期已接近尾声，各大亲水
景点的热度却丝毫未减。近两
年人气暴涨的临安凉源峡漂流，

集合昌化两大水系，建成两条漂
流河道，自建有五万立方水库，
拥有充沛水资源。全长 3 公里、
落差约 120 米、近一个小时的漂
流，不乏单体超过5米的跳跃漂、
陡降漂，1.5 米的跳台漂、波浪
漂，连续急滩漂、回旋漂等等，冰
爽与刺激的双重体验，堪比“水
上过山车”。不仅如此，凉源峡
漂流河道宽阔、环境优美，集一
流服务设施、便捷舒适的吃住行
于一体，也吸引了百公里之外的
常州游客驱车“打卡”。

邹益青 周洁

“火炉”变“凉都”，三大避暑地饱受好评

日前，三联生活周刊对
江苏赴老挝游客遭遇车祸一
事进行了深入报道。在出事
前车辆已经连续行驶 7 小时，
有乘客没有系安全带，出发
前没有细致检查车况⋯⋯不
少业内人士指出，如果规范
出 行 至 少 可 以 避 免 不 少 伤
亡。记者走访了我市一些旅
行社，总结了一些出游时候
容易忽略但又至关重要的安
全细节。

乘坐车辆须全程系
好安全带

交通事故是出游在外发
生频率最高的意外。但同时
也是最可以预防、避免的一
种情况。

业内人士指出，游客在
外坐车最好全程都系好安全
带，尤其是盘山公路、高速公
路等路段。曾有一个从宁波
到上海旅游的团队，全车满
员一共 50 人，上车后导游一
再要求所有人牢记安全带。
途中由于雨天路滑发生了侧
翻，车辆直接从高速路上摔
下路基，车辆连续翻身。但
是由于有安全带保护，全车
只有个别人员轻伤。

旅行社车队司机还指出
最让他们头疼的就是随行的
小朋友，常常会在行车途中
走下座位，甚至追逐打闹，这
些 都 是 极 具 安 全 隐 患 的 行
为，而家长往往都选择忽视。

另外，无论是跟团出游
还是自由行，都建议游客自
行提前购买好旅游人身意外
险，一般2~5元/天。

挑选正规品牌旅行社

一般来说，正规品牌的
旅行社对地接社的考核与要
求会更高。比如，景尚旅游
做老挝游产品已经超过了 5
年。仅当地用车方面就有各
种严苛的要求，比如车辆使
用年数要在2年以内。

公司有一整套安全工作

培训、考核、操作体系，制定
了突发应急事件标准操作流
程，拥有应急救援团队。当
发生意外事件时，可以第一
时间做到有效回应与处理。

“ 没 有 安 全 就 没 有 旅
游。我们所有导服人员都培
训 过 急 救 知 识 以 及 基 本 护
理。”公司负责人姚婕告诉记
者作为全国百强旅行社、江
苏省五星旅行社，安全永远
是第一位的。

严格遵守当地交通
法规

去年常州有团队客人在
日本游玩时，晚上饭后自由
活动时间，他为了拍照走上
了马路。当意外发生时，他
人既不在斑马线也不在人行
横道。车祸导致了死亡，当
地法院判决司机无责。回国
后，家属将旅行社告上法庭，
同样败诉。

血的教训告诉我们，规范
的旅行社会对游客负责，但也
是在法律标准范围内，因此无
论身处何地，必须要遵守当地
法规，为自己负责。

即使有潜水证，也要
在规定区域下水

出游在外，在陌生的环
境里，自以为是大忌。比如，
极限运动爱好者，老手比新
手往往更容易出意外。

今年暑期，两个中国女
生在普吉岛潜水。作为已经
获得潜水证的潜水老手，她
们没有邀请任何当地教练或
者向导跟随，也没有提前做
好功课，而是自行选择了看
起来平静的海域。结果发生
了意外，两个人都被暗流卷
走，匆匆告别了年轻的生命。

专业人士指出，不管过
去经验如何，在陌生的环境
中，潜水要去潜水基地、登山
要请当地向导、滑雪要找专
业教练⋯⋯这些都是必须遵
守的守则。 周洁

那些容易被忽略的“小事”

旅游哪些安全细节
最不容忽视

景区门票贵、安检制度不合理、高峰排队时间长⋯⋯江苏省游客满意度调查，常州位列第五

我市将开展专项工作，提升游客满意度
本报讯 昨天，市文化广电

和旅游局主持召开了全市景区
管理质量暨游客满意度提升工
作部署会议。会议传达《江苏省
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常州市
上半年度）内容，并部署常州市
景区管理质量暨游客满意度专
项提升工作。2019年上半年，常
州市游客满意度新增文旅融合
情况和旅游总体感受两个二级
指标后，评分为 83.38 分，排在无
锡、苏州、南京、扬州之后，位列
第五位。全市 30 家 A 级景区代
表出席会议。

会议上，市文广旅局对《江
苏省游客满意度调查报告》（常
州市上半年度）进行传达，并组
织观看了游客反映我市部分景
区管理工作问题的视频。通过
对 900 多例游客采样调查，我市
景区问题主要为部分景点门票
价格、二次消费价格过高；部分
景区安检制度不合理、不够人性
化；餐饮形式单一，选择少；客流
高峰疏导不力，排队时间较长；
部分广告宣传过分夸张，实际体
验不一致；部分景区标示标牌布
局不当，指示不够清晰；环卫保
洁还有漏洞等等。从游客反馈
看出，我市景区的硬件设施还能
保持相当的水平，但与之匹配的
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问题就很
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我市文广旅
局将根据文旅部和省文旅厅的
要求，开展我市景区专项检查和

提升行动。加强景区收费监管，
完善景区定价机制，集中检查、
随机抽查、暗访调查，进一步优
化景区定价机制；规范景区营销
策略，持续提高景区品质，打造
差异化景区形象，基于游客特征
和游客反馈，不断完善景区建设
与服务质量；加强客流疏导，完
善景区分流措施；加强景区引导
系统，完善游客出游体验，引入
大数据，辅助游客合理出游选
择。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
长吴志刚表示，将把人民需求放
在首位，找准问题抓整治，加大
指导和监督力度，对有问题的景

区，不能整改到位的情况实施零
容忍。

针对会议上提出的服务管
理问题，中华恐龙园景区管理公
司副总经理沈峰表示会配合文
广旅局做好查漏补缺，及时与游
客沟通，提高软性服务水准，进
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沈峰说：

“针对暑期游玩高峰，我们在项
目等候区增加了遮阳棚、遮阳
伞、水雾风扇、防暑降温药品，在
演出场馆增加了大型吊扇，部分
还增加了科普互动和课堂。演
出 和 影 院 类 项 目 增 开 演 绎 场
次。”

（文广旅 周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