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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部分旅游线路体验式调查报告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消费已经成为国民消费

的热点和重要增长点。2014 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首次突破 1

亿人次大关，达到 1.1 亿人次，中国旅游者已深刻影响了全球旅游市

场，消费总额连续五年世界第一。国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近十年持

续保持高位增长。根据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5 至 2014 年

中国国内接待游客人次持续增长，由 12.12 亿人次增长到 36.11 亿人

次，近十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12.9%，国内旅游总收入由 5,286 亿元增

长到 30,312 亿元，近十年年均增长率高达 21.4%。中国旅游竞争力

世界排名由第 71 名(2007 年)上升至第 17 名(2015 年)。 

近年来，在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治理下，我国旅游市场环境总体

向好，特别是 2013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正式

实施，促进了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我们也注意到，旅游市场

还存在合同不透明、虚假宣传、自费项目不提前告知、强迫购物、导

游服务态度差、团餐质量低、景区卫生环境差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

的存在既侵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同时也不利于旅游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有鉴于此，中国消费者协会于 2015 年 9-10 月联合 24 个省市消

协组织，对国内旅行社服务，包括导游服务、旅游景区服务、餐饮服

务、购物服务、交通服务等进行了体验式调查。 

本次调查共体验了涉及 27 个旅游目的地省市的 96 条旅游线路，

每条线路包含有 3-5 个独立景点，涵盖目的地主要 5A 和 4A 景区。

调查主要针对行程前的网站信息提供、合同履行情况，行程中的导游、



国内部分旅游线路消费体验式调查报告 

2 

 

购物、餐饮、住宿、交通、景区等服务，以及行程后的票据提供情况

及售后服务等重点环节进行了体验。实际参加体验人数 196 人，调

查共获得有效问卷 141份。主要调查结果如下： 

一、主要调查结果 

（一）总体情况 

1.旅游体验总得分 70 分1
  

本次旅游消费体验式调查，在全国范围内体验了 96 条路线（包

括“十一”黄金周期间线路 34 条），并对 85 家旅行社服务进行体验

式调查。为确保体验内容没有遗漏，本项目根据旅游行程的时间顺序

设计了评价指标。调查结果显示，体验员对行程前、行程中服务评价

和行程后的评价分别为 72 分、69 分和 69 分，平均分为 70 分，可

见，目前旅游服务的整体水平较低，且各环节的得分较为相近，均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 

附图  对旅游体验的总体评价情况 

 

由于行程中的服务内容包罗万象，且涉及到旅行社、导游、景区

                                                             
1
 本调查报告对数据的分析采用百分制评价：90-100 为优，80-90 为良，70-80 为中，60-70 为及格，60 以

下为不及格。 

72.0  

69.0  69.0  

66

68

70

72

74

行程准备服务 行程中服务 行程结束后服务 



国内部分旅游线路消费体验式调查报告 

3 

 

等多方主体，故本次调查特对核心环节中的细项进行了评价。从分数

上来看，交通方面的得分较高，为 73 分；其余四方面的得分均在及

格范围内，且分数差异较小，均需加强改进。 

附图  对旅行过程中服务的评价情况 

 

 

 

 

 

 

 

 

 

 

 

 

2.旅游服务地区差异明显 

为了更清晰地看到各地的旅游现状，我们根据旅游目的地对线路

进行了地区划分，具体如下： 

附表  各地区省份列表 

地区 旅游目的地省市 

东北 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 

华北 山西省、河北省、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 

华东 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福建省、上海市、山东省 

华南 海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华中 湖南省、湖北省、河南省、江西省 

西北 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西南 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 

从各地对行程准备、行程中及行程结束后各环节的评价来看，各

地对“行程准备服务”的评价差异较大，其中，华南地区得分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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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aidu.com/s?wd=%E5%86%85%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8C%B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PWFWuH9brHuhnvcznj-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1TL0qnfK1TL0z5HD0IgF_5y9YIZ0lQzqlpA-bmyt8mh7GuZR8mvqVQL7dugPYpyq8Q1cYnWRkrHmzP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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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北地区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为 79 分和 60 分；其次是对“行

程中服务”的评价，华东地区得分相对较高，东北地区得分相对较低，

分别为 76 分和 59 分；对“行程结束后服务”的评价，华东地区得

分相对较高，东北地区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为 74 分和 60 分。 

附图  各地区对旅游体验的总体评价情况 

 

从各地对行程过程中服务评价来看，东北地区总体得分相对较低，

为 59 分，特别是在导游、餐饮、住宿、交通方面均亟需改进。而华

东地区的总体得分相对较高，除餐饮问题是个短板外，其余各方面表

现均处于中等水平（详见附表）。 

附表  各地区行程中评分情况 

 导游服务 购物情况 餐饮情况 住宿情况 交通情况 总体得分 

东北 47 64 56 60 57 59 

华北 73 71 58 67 69 71 

华东 76 71 63 71 76 76 

华南 70 58 58 66 66 67 

华中 71 60 60 62 81 71 

西北 69 72 72 60 72 69 

西南 69 61 57 68 77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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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结果 
 

1.行程前：合同规范性和效力存在不足，行程单问题较

多 

行程前的准备工作包括查询旅游路线、与旅行社咨询并签订旅行

合同，过程中体验员对旅行社的准备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价。整体而言，

行程前的主要问题为：合同规范性和效力方面存在一定漏洞，集中体

现在《旅游行程单》的完备性、规范性以及同团不同价。本次调查从

信息透明性、合同规范性和效力维度进行评价。 

具体而言，在信息透明性方面，调查从信息的公开性、全面性、

一致性和告知性四方面进行评价。调查数据显示，信息一致性方面的

表现略显不足，有 32.6%的体验员提出旅行社官网上显示的信息与工

作人员告知的信息不一致，其余负面评价也均超过两成。 

在合同规范性和效力方面，合同内容存在较多问题。首先，从有

无合同来看，市场上仍存在无合同签订的现象。调查中，有 1.4%的

体验员表示与旅行社没有签有旅游合同，而以电子行程或无旅行社签

章的电子合同替代。 

其次，从合同内容来看，存在同团不同价、信息不全和内容不规

范三种情况。第一，有 41.2%的体验员表示所签订合同中的旅游价格

并非固定，而是可以讨价还价。第二，合同中，主要是《旅游行程单》

缺少详细的餐饮、交通、住宿、景点门票等信息，选择比例分别为

55.9%、47.0%、39.3%和 23.4%。第三，即便有这些信息，但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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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范。如某旅行社线路从昆明到成都九寨沟、黄龙，短短两页纸就

有四处涉嫌违规。 

附图  昆明→成都九寨沟、黄龙的行程单  

 

 

最后，从合同总体的规范效力来看，合同对权益的保障性有待提

升，38.8%的体验员认为合同不能全面保障其合法权益。此外，合同

的规范性和一致性相对较好，13.5%的体验员认为是所签署的合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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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规范，25.0%的体验员表示合同内容与官网信息不一致。 

2.行程中：超过七成旅游线路暴露涉嫌违规问题 

调查结果显示，74%的路线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综合体验员评

价及各类证据，发现旅游线路中的主要问题是： 

问题 1：违反合同，既有明显的团餐与合同写明的数量不一致，

又有因为合同用语模糊等情况导致游客很难衡量是否与合同相符； 

问题 2：强制消费，强制购物、强制增加景点、强制游客乘车骑

马坐索道等现象屡见不鲜，导游从中获取提成，手段各异，主要包括

软磨硬泡、搭售、诱骗、威胁； 

问题 3：更改路线，导游为推销商品或缩短自己的工作时间，擅

自更改路线，且该问题在节假日更为突出； 

问题 4：无导游证、无带团资质的人员依然活跃在市场中，导游

服务质量难以保证； 

问题 5：景区环境恶劣，倒卖门票现象依然存在，景区过于拥挤，

特别是节假日，人满为患不仅降低游客的旅游体验，且存在安全隐患。 

（1） 吃——1/4 的团餐与合同不符，超三成团餐存在饮食不卫

生问题 

餐饮服务是旅行过程中服务体验的一部分，很多旅游合同中餐饮

标准包括正餐规格和早餐标准，一般为 20 元/人/餐，根据合同规定

每餐为八菜一汤或十菜一汤。调查发现，餐饮部分的体验得分较低，

为 60 分。 

在合规性上，餐饮方面的突出问题为部分团餐与合同不符且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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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第一，与合同不符。调查显示，有 25.2%的体验员表示旅途中的

餐饮与合同承诺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减量、

加钱。减量是指实际提供的团餐数量明显少于合同规定。例如，某旅

行社线路从海口到四川，餐饮情况与合同不符, 合同中写明是 12 菜 1

汤，实际却是 8 菜 1 汤。而所谓加钱是指将团餐升级。再如，某旅行

社从湖南到海南的线路中，导游要求游客现场补交 100 元，将餐标

从合同的 20 元增加到 120 元，如果游客不同意，则不能跟团一起行

动。 

第二，团餐不卫生。调查显示，有 31.6%的体验员评价餐厅卫生

不够整洁、餐具不够干净、食物不够新鲜。比如，体验员参加某旅行

社线路在拉市海茶马古道的午餐中出现了苍蝇。 

在服务提升上，餐饮的价格仍需加以控制，且节假日价格上涨的

情况更为突出。调查发现，35.9%的体验员指出旅途中，餐饮食物价

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同类食物价格。此外，节假日餐饮价格上涨的情

况更多。调查数据显示，平日里，31.7%的体验员反映旅途中，餐饮

食物价格明显高出其他地区同类食物价格，该比例在节假日上升至

51.9%。 

（2）住——酒店档次难衡量，住宿环境有待提升 

住宿作为旅行体验的一个重要环节，会影响旅行过程的整体感受。

旅游体验是以参加旅行团的形式，住宿费用包含在团费中，本项目主要

考察与合同的一致性、住宿价格及卫生。调查发现，住宿的体验得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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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中处于中等水平，为 66 分。 

在合规性上，存在酒店档次与合同不符的情况，主要表现为旅行

社在拟定合同时，内容模糊，游客较难判断。调查发现，25.0%的体验

员表示所住酒店的档次与合同中承诺的不一致。本指标在判定中存在一

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旅行社在合同中采用了一些模糊的承诺，规

避自身的责任，如 “准四星”、“准三星”等无法衡量的标准，或者附加“景

区的标准低于内地”、“如旺季等特殊情况，因房源紧张，将安排不低

于同类酒店档次的酒店”。这类模糊的承诺，很容易出现住宿条件打

折扣的情况，如导游在解释没有海景房时，以当时是旅游旺季为由，

而实际上当时的游客量并未达到旺季水平，这只是导游敷衍游客的借

口。 

在服务提升上，住宿的价格和环境仍需加以监管，节假日尤为重

要。在住宿价格方面，36.4%的体验员指出酒店价格明显高于非旅游

区的同档次酒店的价格。此外，节假日住宿价格上涨的情况更加普遍。

调查数据显示，平日里，32.6%的体验员反映所住酒店价格明显高于

非旅游区的同档次酒店的价格，节假日里该比例上升至 48.3%。 

在住宿环境方面，调查数据显示，有 39.3%的体验员认为酒店不

够干净卫生、设施不健全的情况。如，某旅行社线路从西宁到海南，

酒店卫生间发现蟑螂。再如，某旅行社线路从雅安到华东五市，酒店

马桶水箱无盖、无按钮，当向宾馆反映问题时，宾馆前台服务员还表

现出“不高兴”。此外，调查数据显示，节假日酒店卫生环境更为恶

劣。平日里，38.1%的体验员反映所住酒店不干净、生活设施不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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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里该比例上升至 43.3%。 

（3）行——交通安全需加强，车辆与合同不符 

交通方面，交通工具包括接送游客往返于出发地和目的地的飞机、

火车，以及往返于景点和酒店的旅游大巴。调查发现，交通部分的体

验得分相对较高，为 73 分。 

在合规性上，交通工具的安全性及与合同的一致性还有完善空间，

节假日期间表现更差。在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方面，有部分体验员有不

安全感。调查显示，17.0%的体验员反映交通工具的安全性无法保证。

这种不安全感不单是主观的感受，还可以通过客观的服务显现出来，

如旅游车超载等。如某旅行社线路从河北到云南，昆明的接机车辆不

正规，且存在超载现象。 

在与合同的一致性方面，部分车辆存在问题。调查中，17.9%的

体验员认为二者存在不一致。合同中，明确了交通工具及档次等级，

在实际中，部分旅行社所安排的车辆过旧、过小，存在以面包车代替

大巴车情况，且有空调制冷效果差等现象。如，某旅行社线路从江苏

到厦门，室外温度超过 30 度，但是大巴车不开空调。此外，节假日

交通工具与合同的一致性表现更差。调查数据显示，平日里，15.4%

的体验员认为交通工具与合同不符，节假日里该比例上升至 26.7%。 

（4）游——景区接待量过多，卫生间有待改善 

旅游的景点是旅游体验的核心，主要指向景区服务。整个旅游服

务体验过程所游览的景点数量达到500个以上，多为5A、4A级景区。

本调查对景区服务的评价包括门票、交通、卫生、接待量和安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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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规性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部分景区景点过于拥挤、设施

不安全、倒卖门票、门票节假日涨价，且倒卖门票和过于拥挤两方面

的问题在节假日更为突出。第一，部分景区过于拥挤，集中在华中、

西南、华东、华南地区。《旅游法》第四十五条规定，景区接待旅游

者不得超过景区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调查发现，总体上有

23.8%的体验员反映景区感觉十分拥挤，出现在华中、西南、华东、

华南地区，比例分别为 41.2%、36.1%、35.3%和 20.0%。此外，节

假日景区拥挤的现象较平日更为突出。调查数据显示，平日里，16.6%

的体验员表示景区内十分拥挤，而节假日该比例上升为 32.0％。 

第二，少数景区娱乐设施不安全，集中在东北、西北、西南、华

南地区。调查发现，总体上有 6.3%的体验员反映景区内娱乐设施不

安全，出现在东北、西北、西南、华南地区，比例分别为 15.4%、11.1%、

9.4%和 4.8%。 

第三，少数地区存在倒卖门票问题，集中在华南、西南地区。调

查发现，总体上有 3.1%的体验员反映景区附近有倒卖“门票”现象，

主要在华南和西南地区，比例分别为 7.7%和 5.7%。 

第四，少数景区存在节假日涨价问题，集中在西南、华南、华东

地区。调查发现，总体上有 4.2%的体验员反映景区门票在节假日涨

价，出现在西南、华中和华南地区，比例分别为 8.8%、5.9%和 4.3%。

如亚龙湾热带公园包车服务价目表上直接写明“黄金周价格上涨50%，

其他法定节假日价格上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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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提升上，停车场停车位、景区内公共卫生、景区内代步车

间和垃圾箱需根据需求加以完善，且景区停车位在节假日愈发紧张。

第一，停车场车位有待扩充，特别是华东和西南地区。景区停车场主

要停放散客私家车、旅行团的旅游大巴等车辆，而随着各景区游客量

的增长、停车位数量也日渐紧张。调查发现，总体上，17.1%的体验

员反映停车场车位不充足，特别是华东和西南地区，该比例分别为

35.3%和 25.7%。此外，节假日景区停车位更加紧张。调查数据显示，

平日里认为停车场不充足的体验员比例为 9.9%，而节假日该比例上

升至 18.4%。 

第二，不少景区内公共卫生间条件不好，主要问题为不干净和拥

挤。调查发现，总体而言，11.8%的体验员表示景区内公共卫生间不

干净，华北和华东地区尤为严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33.3%和 23.5%。

此外，7.1%的体验员表示卫生间拥挤，尤其是西南地区，选择比例

为 17.1%。可见，景区内公共卫生间服务需从卫生和供给上给予关注。 

第三，景区内代步车还需普及，特别是华中和西南。在一些面积

较大的景区中，为了方便游客游玩，提供了电瓶车等代步车。调查发

现，总体上，10.6%的体验员反映景区内代步车不方便，特别是华中

和西北地区，选择比例分别为 18.8%和 18.2%。 

第四， 部分景区内垃圾箱数量不足、清理不及时。调查显示，

总体上，9.2%的体验员表示景区内垃圾箱数量不足，特别是华北和

西南地区，选择比例分别为 22.2%和 13.9%。此外，7.7%的体验员

认为垃圾箱清理不及时，华东地区较为突出，选择比例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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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购——强制消费频出现，一些旅游区商品质量难以保证 

购物已经成了跟团旅游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这违背了游客的

意愿。强制购物已成为司空见惯又亟需治理的乱象。调查发现，购物

部分的体验得分相对较低，为 64 分。 

在合规性上，强制消费现象依然存在，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尤为

严重，一些旅游区商品质量难以保证。具体而言，在强制消费方面，

强制购物和强制参加自费项目的问题较为突出，且存在导游拿回扣现

象。从强制消费的方式来看，大致可分为软磨硬泡、搭售、诱骗、威

胁四种形式。调查数据显示，在强迫购物方面，总体上有 32.6%的体

验员反映导游有安排超计划购物、强迫购物的行为，西南、东北、华

南地区较为严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43.2%、35.7%、33.3%。在强迫

参加自费项目方面，总体上有 28.8%的体验员反映有强迫游客参加自

费项目，东北、华中、华南、西北地区较为严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42.9%、37.5%、33.3%和 33.3%。调查还发现，这种强制消费背后

是获取回扣等利益驱动，总体上有 28.8%的体验员表示看到或听到旅

游团内其他人提到导游有在景区商家拿提成的情况，西南地区尤为严

重，选择比例超过半数。 

在旅游区商品质量方面，少数地区存在以次充好、假冒伪劣等情

况。调查中，11.7%的体验员表示有此情况，华东和西南地区较为严

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29.4%和 14.3%。 

在服务提升上，商品的价格仍需加以控制。调查发现，59.4%的

体验员指出在购物过程中，旅游区的商品价格明显高于非景区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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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如某旅行社线路从四川到贵州，景区内较多三无食品，价格也

相差较大，景区外的腊肉 125g 卖 16 元，而景区内 480g 的卖 130

元，价格翻了一番。 

（6）导——部分行程路线随意更改，无证导游被查处 

导游是整个旅游过程的主导者，导游所安排的景点游览的先后顺

序、餐饮地点的选择、购物和自费项目等安排都直接影响到游客的旅

行体验。本项目对导游服务的评价包括资质、讲解、态度、线路安排

等等内容。调查发现，导游服务的得分为 68 分。 

在合规性上，表现出的问题主要为更改路线、无证导游、与合同

不符，且更改路线的现象在节假日更为严重。第一，在与合同不符方

面，部分地区存在旅行社承诺无法实现或标准大打折扣。调查发现，

总体有 32.8%的体验员发现此现象，东北地区尤为突出，选择比例达

到 57.1%，其次是华南、西南、华东地区，选择比例均在 35.0%以

上。 

第二，在更改路线方面，部分地区存在削减景点、压缩游览时间

的现象。调查发现，总体有 27.4%的体验员遇到更改路线的情况，以

西南和华东较为严重，选择比例分别为 43.2%和 35.3%。此外，节

假日导游更改路线的情况更为严重。调查数据显示，平日里，25.0%

的体验员表示导游有削减景点、压缩游览时间的情况，该比例在节假

日上升至 33.3%。 

第三，在无证导游方面，近 1/4 的导游或领队没有相关资格证。

调查数据显示，有 24.8%的体验员反映旅行社委派的导游或领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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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资格证，特别是东北、西南、西北地区，选择比例分别为 71.4%、

38.2%和 25.0%。 

在服务提升上，导游讲解及态度有待改进。在讲解方面，存在讲

解不清的问题。数据显示，25.0%的体验员有此感受。导游的重点在

于推销商品和自费项目，对行程、景点的讲解敷衍了事。如某旅行社

线路从广东到三亚，导游介绍景点没耐心，迫不及待地推荐自费电瓶

车项目，要求游客自费。在态度方面，极少数有恶劣现象。数据发现，

6.6%的体验员表示导游对游客恶语相向。 

3.行程后：整体行程与合同存在不符，投诉处理不够及时 

行程后旅行社的服务主要包括提供旅游发票和投诉处理。本项目

的考评分为三部分：体验员对整个旅游行程的回顾、发票情况及售后

服务。主要问题是：整体行程与合同存在出入，投诉解决的及时性仍

需提升。 

首先，整体行程回顾方面，存在与合同不符的情况。一方面，服

务内容和合同中计划不一致，选择比例为 16.2%；另一方面，18.0%

的体验员表示除个人消费以外，旅行费用与合同中计划的不一致。 

其次，在票据提供方面，存在提供不及时以及票据不规范的情况。

调查显示，9.8%的体验员反映旅行社没有在承诺期限内提供发票，

并且有 5.0%的体验员指出旅行社提供的发票不规范。 

最后，售后服务方面，体验员投诉后，解决问题不及时。调查发

现，有 11.9%的体验员指出旅途中出现投诉旅行社、导游、景区商家

的情况，但能够及时解决的不足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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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见和建议 

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升旅游休

闲消费，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打造发展新引擎。本次体验式调

查反映出，无论在吃、住、行、游、购、导等旅游过程，还是参团前

后服务，还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为营造良好的旅游服务消费

环境，提升旅游消费者的良好服务体验，中国消费者协会特提出如下

建议。 

1.各部门加强联合治理，严厉查处违规行为。调查结果显示，景

区与旅行社的合作、游客与旅行社之间信息不对称等等现象背后是商

业利益的驱使，部分行为涉嫌违反《旅游法》、《价格法》、《旅行社条

例》等相关法律规定，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亟待政府

有关部门加大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违规行为，进一步规范市场秩序。

为此，我们建议，一是旅游、工商、物价、公安、交通等多部门协同

治理，严厉打击哄抬价格、强迫或变相强迫旅游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

依法查处各种扰乱市场秩序、侵害旅游者利益的不法行为，进一步净

化旅游市场环境。二是建立旅游行业定期抽检制度和“黑名单”制度，

严格按照有关法规条令的规定，组织执法人员实行线上线下定期市场

抽检，将各类违法违规企业和个人纳入信用信息监管系统予以公示，

加大旅游市场秩序整治和查处力度。三是政府有关部门做到“治理”

和“预防”并重，“防”“治”结合，促进国内旅游消费市场的全面可

持续健康发展，为消费者放心消费提供安全、稳定、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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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旅行社严守法律规定，诚实守信经营。本次调查中涉及到的旅

行社既有合同不规范、对导游管理不到位等违规行为，也有网站信息

更新不及时、不透明等服务不足的地方。希望广大经营者，一方面要

规范自身经营行为，做到诚实守信，依法经营，从宣传销售、产品经

营、合同签订、服务提供、投诉受理等不同环节强化服务，努力从提

升旅游服务质量中寻求效益，为消费者提供优质、高效、满意的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另一方面加强自身建设与管理，如实体店与网上平台

的信息服务、旅行社总社与分社及直营店的关系处理、组团社与地接

社的操作执行和监督管理，理清经营关系和责任主体关系，理清自身

管理规范和人员规范；同时，经营者还应当积极主动回应消费者合理

诉求，主动接受各方面监督，并针对自身问题积极整改，承担责任。 

3.景区加大管理力度，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调查发现，部分景

区内的环境依然有待提升，游客接待能力有限、设施安全性不足等基

本问题显著，而公共卫生间条件差、垃圾箱清理不及时、景点变身购

物点等均反映出景区综合服务有待改善，这一系列问题均有损游客的

旅游体验，建议景区加强管理，一是合理利用自身旅游资源，挖掘景

区内在优势，将潜在价值转化为旅游市场经济效益；二是加强自身建

设，坚持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能力建设两手抓，从硬件设施和软件服

务两个方面提升景区综合服务能力，形成景区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

三是强化景区内部管理，一方面做好景区服务人员管理，另一方面做

好景区内相关产业和服务的管理，严格监督景区内购物店和消费点的

商品价格与质量，杜绝消费欺诈；四要提供畅通的投诉渠道和投诉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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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机制，积极听取消费者的意见建议，及时妥善处理消费者投诉。 

4.旅游从业者恪守职业道德，努力消除“污名化”标签。调查过

程中，部分线路的导游变“导购”、态度不和善、讲解不到位等低水

平服务多发，黑导游、强制消费、更改线路等违规行为频出。长此以

往，消耗的是旅游市场和导游市场的需求特别是消费者对导游群体的

信心。我们倡导和呼吁广大旅游从业人员，一方面坚守职业道德，提

高专业素养，努力提高服务品质，逐步消除公众对导游群体“污名化”

标签，在服务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倡议建立和发挥导游行

业相关组织的作用，努力改变自身在与旅行社谈判中的弱势地位，依

法争取包括更加公平透明的导游薪酬制度在内的合理诉求，坚决抵制

旅行社的不合理要求。 

5.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逐步缓解旅游接待压力。这些年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每到集中休假时段，很多消费者纷纷外出

旅游，各类交通设施即使超负荷运转也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各类景

区人满为患，对现有资源环境造成巨大压力。 调查结果显示，“十一”

黄金周期间包括吃、住、游等在内各项旅游服务不仅价格大幅提高，

而且服务体验还明显下降。为缓解集中出行带来的种种不利，建议有

关部门严格落实带薪休假制度，让公众自主安排休假，进一步分流旅

游需求，缓解旅游接待压力，更好的享受旅游服务带来的身心愉悦。 

6.消费者增强维权意识，依法主张合法权益。本次旅游服务线路

大多属于经济型旅行团，调查中也发现，一些旅行社、旅游网站为了

抢占市场，打着低价幌子吸引消费者的情况仍然较多，然而“羊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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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身上”，低价承诺的背后，往往以低劣的服务体验伤害游客。在

此，我们呼吁广大消费者，一是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和出游思想，不

贪图小利，不参与不合理低价旅游，远离“低价陷阱”，远离安全隐

患。二是要培育良好的消费习惯，出游前确认旅行社资质、商议相关

服务特别是签订旅游合同时，对于一些容易引发纠纷的事项要在合同

中明确约定，并索要和保留相关票据，以备不时之需。三是要依法主

张自身权益，当合法权益受损时，要在保障自身安全的情况下，留存

相关的证明、证据。除此之外，当发现市场中存在违法违规经营活动

和现象时，应主动投诉、举报，共同营造良好的旅游服务消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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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旅游线路汇总表 

地区 序号 目的地 出发地 旅行社名称 

东北 

1 黑龙江 安徽 安徽阳光旅行社 

2 黑龙江 山东 中国国旅（山东）国际旅行社 

3 黑龙江 江西 江西好心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 黑龙江 天津 松花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 吉林 北京 中国国际旅行社总社有限公司 

6 辽宁 北京 中国康辉旅行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辽宁 陕西 陕西友谊国旅 

华北 

8 北京 湖南 邵阳市国旅国际旅行社 

9 北京 福建 海南航空国际旅行社 

10 河北 江苏 北京途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杭州分 

11 内蒙古 江西 南昌铁路国际旅行社 

12 内蒙古 吉林 吉林省文化国际旅行社 

13 内蒙古 湖南 湖南中青旅常德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14 山西 北京 中国旅行社总社（北京）有限公司  

15 山西 安徽 安徽阳光旅行社 

16 山西 湖南 
湖南旅游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原湖南

华天旅行) 

华东 

17 安徽 四川 黄山康辉国际旅行有限责任公司  

18 安徽 湖北 宜昌天马国旅 

19 安徽 福建 黄山玉屏国际旅行社 

20 福建 辽宁 辽宁乐途国际旅行社 

21 福建 江苏 南京国际旅行社 

22 江苏 山东 中国国旅济南分公司 

23 山东 湖南 湖南中铁国际旅行社 

24 上海 四川 
雅安飞扬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旅

行社） 

25 上海 辽宁 中国国旅（辽宁）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26 浙江 吉林 长春市长白山旅行社 

27 浙江 福建 福建省春秋国际旅行社 

华南 

28 广西 北京 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有限公司 

29 广西 福建 福建省春秋国际旅行社 

30 广西 安徽 安徽省中旅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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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广西 河南 河南中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2 广西 江苏 江苏省中旅 

33 广西 山西 山西友谊旅行社 

34 广西 天津 国旅环球行（天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35 海南 北京 北京中国国际旅行社、海南康泰国旅 

36 海南 北京 济南市中国旅行社 

37 海南 北京 张家界悠途旅游服务有限公司 

38 海南 四川 途牛旅行社 成都分公司 

39 海南 广东 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0 海南 安徽 安徽国安国际旅行社 

41 海南 河南 河南中州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2 海南 湖北 中南国际旅游（湖北）有限责任公司 

43 海南 江西 中国旅行社（江西） 

44 海南 上海 上海悠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5 海南 辽宁 沈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46 海南 山西 山西太平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47 海南 山西 陕西中国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48 海南 宁夏 宁夏铁道国际旅行社 

华中 

49 河南 北京 海洋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50 河南 湖南 湖南百事通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1 河南 山东 同程国际旅行社 

52 河南 江苏 南京市中国旅行社有限公司 

53 河南 吉林 吉林省观光国际旅行社 

54 湖北 江苏 中国国旅 

55 湖南 北京 张家界纳百利国际旅行社 

56 湖南 安徽 安徽国安国际旅行社 

57 湖南 内蒙古 内蒙古维拉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58 湖南 江苏 中青旅江苏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59 湖南 山东 山东省中国旅行社 

60 湖南 上海 上海春秋国际旅行社(集团)有限公司 

61 湖南 辽宁 沈阳沪春秋旅行社 

62 湖南 河北 河北中青旅 

63 湖南 宁夏 宁夏康辉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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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湖南 福建 福建省中国旅行社 

65 江西 广东 广东省中国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 

66 甘肃 安徽 安徽阳光旅行社 

67 宁夏 山东 济南齐鲁春秋旅行社 

68 青海 内蒙古 广州携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69 青海 湖南 湖南省新世纪旅行社有限公司 

70 陕西 四川 成都中国青年旅行社 

71 陕西 内蒙古 陕西天马旅行社 

72 陕西 湖南 湖南远大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3 陕西 吉林 吉林省众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4 陕西 江苏 江苏金色假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西南 

75 贵州 四川 绵阳春秋旅行社 

76 贵州 广东 广西省中国青年旅行社 

77 四川 北京 北京青年旅行社有限公司 

78 四川 广东 海南旅总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79 四川 安徽 安徽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80 四川 河南 河南省中国国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81 四川 湖北 原野国际旅行社 

82 四川 江苏 南京康辉旅行社 

83 四川 上海 上海驴妈妈兴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84 四川 天津 天津鹏越国旅 

85 云南 四川 四川省新东方国际旅行行有限公司 

86 云南 广东 广之旅 

87 云南 安徽 安徽万达环球国际旅行社 

88 云南 河南 河南省中国国际旅行社 

89 云南 湖北 中国国旅武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90 云南 江西 南昌国旅 

91 云南 山东 港中旅国际（山东）旅行社有限公司 

92 云南 上海 上海青年国际旅行社 

93 云南 陕西 河北中青旅 

94 云南 江苏 江苏省镇江中国旅行社 

95 重庆 山东 济南齐鲁春秋 

96 重庆 江西 江西东南国际旅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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