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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叶实施意见曳提出丰富特色文化旅游产品遥 构
建文旅多产业多领域融合互通的休闲消费体系袁
建设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遥 推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袁打造具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旅游购物场所遥 推动重点城市加快文化休闲
街区尧艺术街区尧特色书店尧剧场群尧文化娱乐场
所群等建设袁发展集合多种业态的消费集聚区遥
规范演出票务市场袁 加强对演出赠票和工作票
管理袁强化票务信息监管遥 培育新型文化和旅游
业态袁鼓励博物馆游尧科技旅游尧民俗游等文化
体验游袁 开发一批适应境内外游客需求的旅游
线路尧旅游目的地尧旅游演艺及具有地域和民族
特色的创意旅游商品遥 促进全域旅游发展袁提升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品质和品牌影响力遥 鼓励各
地区因地制宜发展入境海岛游尧近海旅游尧乡村
旅游尧冰雪游尧历史古都文化游等特色旅游遥 加快
中国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和实验区建设遥

优化购物离境退税服务

对于旅游购物消费层面袁叶实施意见曳强调改
善入境旅游与购物环境遥 鼓励各地区尧各行业运
用手机应用程序(APP)等方式袁整合旅游产品信
息袁畅通消费投诉渠道袁改善旅游和购物体验遥 提
升野智慧景区冶服务水平袁利用互联网尧大数据尧云
计算尧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做好客流疏导和景区服
务遥加大入境游专业人才培养力度遥提升景区景
点尧餐饮住宿尧购物娱乐尧机场车站等场所多语
种服务水平遥 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和人员往来
需要的前提下袁 积极研究出台便利外籍人员入
出境尧停居留的政策措施遥鼓励境内支付服务机
构在依法合规前提下与境外发卡机构合作袁为
境外游客提供移动支付业务遥 鼓励境外游客集
中区域内的商店申请成为离境退税商店袁 优化
购物离境退税服务遥培育建设一批基础条件好尧
消费潜力大尧 国际化水平高的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尧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袁实施出入境
便利尧支付便利尧离境退税尧免税业等政策袁形成
一批吸引境外游客的旅游消费目的地遥

同时袁叶实施意见曳还提出完善市内免税店政
策袁建设一批中国特色市内免税店遥 鼓励有条件
的城市对市内免税店的建设经营提供土地尧融资
等支持袁 在机场口岸免税店为市内免税店设立
离境提货点遥 扩大口岸免税业务袁增设口岸免税
店遥 根据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升级情况袁适
时研究调整免税限额和免税品种类遥 在免税店

设立一定面积的国产商品销售区袁 引导相关企
业开发专供免税渠道的优质特色国产商品袁将
免税店打造成为扶持国货精品尧展示自主品牌尧
传播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遥

持续推广塑造野美丽中国冶形象

针对未来的文化旅游宣传推广模式遥 叶实施
意见曳提出院编制前瞻性入境旅游营销战略规划袁
更好发挥各地区旅游推广联盟尧行业协会和新媒
体作用袁持续推广塑造野美丽中国冶形象遥 鼓励成
立专业化的文化旅游形象营销机构袁探索建立政
府搭台尧企业主导尧线上线下融合尧游客参与互动
的全方位推广宣传模式遥 充分利用境外旅行社渠
道袁创新商业合作模式袁促进境外旅行社宣介中
国旅游品牌尧销售中国旅游产品遥

支持探索建立特色旅游商品
无理由退货制度

改善消费模式尧营造放心消费环境也是目前
消费者非常关心的问题遥 对此袁叶实施意见曳提出袁
尽快完善服务业标准体系袁 推动养老尧 家政尧托
育尧文化和旅游尧体育尧健康等领域服务标准制修
订与试点示范遥 同时叶实施意见曳还提出畅通消费
者维权渠道遥 加强 12315 行政执法体系和消费者
维权信息化建设袁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消费者
维权服务体系袁 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遥
实施产品伤害监测和预防干预遥 针对质量问题集
中和人民群众关注的重点服务领域袁加强服务质
量监测遥 严格落实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袁鼓励线下实体店自主承诺无理由退货遥
支持各地区探索建立当地特色旅游商品无理由
退货制度遥 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袁利用网络尧
广播电视尧 维权服务点电子公示牌等多种形式
公开投诉产品和服务信息遥 充分发挥媒体监督
功能袁加大对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违法行为的曝
光力度遥

此外袁叶实施意见曳还提到院完善野互联网+冶消
费生态体系袁鼓励建设野智慧商店冶尧野智慧街区冶尧
野智慧商圈冶袁促进线上线下互动尧商旅文体协同遥
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和企业建设一批线上线下融
合的新消费体验馆袁促进消费新业态尧新模式尧新
场景的普及应用遥 大力发展野互联网+社会服务冶
消费模式遥 促进教育尧医疗健康尧养老尧托育尧家
政尧文化和旅游尧体育等服务消费线上线下融合
发展袁拓展服务内容袁扩大服务覆盖面遥

2019 年旅游投诉排行榜出炉
全年回复率超八成

人民旅游投诉平台公布 2019 年旅游投诉数据袁平台全年
共收到有效投诉 1172 条袁全年回复率为 86.6%遥 其中涉及在
线旅游企业渊OTA冤的投诉 963 条袁占总投诉量的 82.17%曰涉
及各省份的 209 条袁占总投诉量的 17.83%遥

数据显示袁2019 年旅游投诉集中在航空渊34.90%冤尧旅行
社(25.26%)尧酒店(24.06%)三个领域袁机票不让退改签尧退改签
费用高仍是投诉的重灾区遥 从投诉对象来看袁OTA 的投诉主
要集中在航空和酒店领域袁省份的投诉主要集中在景区和商
店遥

2019 年平台共收到 209 条涉及全国各省份的投诉袁涉及
北京的投诉量占 13.88%尧 云南 13.4%尧 广东 10.53%尧 四川
9.1%尧上海 5.74%尧河北 5.26%尧浙江 3.83%尧湖北 3.35%尧湖南
3.35%尧广西 3.35%遥 8 个省级旅游投诉办理单位进行了回复袁
四川渊100%冤尧广西渊100%冤尧云南渊96.4%冤回复率较高袁北京尧广
东和上海回复率均在 5%以下遥

2019 年涉及 OTA 的投诉有所下降袁为 963 条遥 其中袁去
哪儿网渊52.23%冤尧飞猪 渊12.46%冤袁其他投诉较多的企业依次
还有携程尧途牛尧同程尧马蜂窝尧艺龙尧驴妈妈尧美团等遥 携程尧
去哪儿尧飞猪尧同程尧途牛尧马蜂窝尧驴妈妈尧艺龙尧美团等 9 个
在线旅游企业渊OTA冤进行了回复袁回复率均达 100%遥 其中袁
同程处理投诉的效率最高袁平均 9 小时可得到处理袁其次为
途牛袁耗时 1 天 12 时遥

2019 年 人 民 旅 游 投 诉 平 台 共 为 游 客 挽 回 损 失
4715100.67 元袁回复单位中袁去哪儿为网友追回的损失最多袁
达 1194855.66 元袁其次为携程袁帮助游客追回损失 626355.08
元遥 刘佳

世界一些游览胜地
摁下“暂停键”

叶参考消息曳15 日援引西班牙叶世界报曳网站报道刊发题
为叶全球文化活动被摁下野暂停键冶曳文章遥 文章摘要如下院

新冠肺炎疫情袭来袁埃菲尔铁塔尧凡尔赛宫尧卢浮宫尧大
都会尧百老汇尧迪士尼乐园等游览胜地因疫情蔓延而关闭遥

法国的埃菲尔铁塔尧凡尔赛宫和卢浮宫 13 日宣布关闭遥
埃菲尔铁塔管理方表示袁 在公共卫生情况允许的前提下袁未
来将设法尽快重新对外开放遥

卢浮宫管理方表示响应政府号召关闭博物馆袁同时还表
示将向预购未来数天门票的游客退还票款遥

在美国袁昔日灯火通明的百老汇 13 日也熄了灯袁正式宣
布将关闭所有剧院袁4 月 13 日之前不会重新迎客遥 百老汇上
次熄灯还是在 2007 年袁 当时一场大罢工导致剧院关闭了 19
天遥

每年都会迎来大约 700 万人次游客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
物馆也在 13 日宣布闭馆遥

迪士尼也宣布将从本周末开始关闭位于佛罗里达州和
加利福尼亚州的两座迪士尼乐园以及海外的巴黎迪士尼乐
园袁时间为期一个月遥 朱江

23部门
联合发文促消费
文旅休闲消费提质升级将重点推进

阴田虎

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 3 月 13
日消息袁经国务院批准袁国家发展改
革委尧中央宣传部尧文化和旅游部等
23 个部门联合发布叶关于促进消费扩
容提质 加快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实
施意见曳渊以下简称 叶实施意见曳冤袁出
台 19 条措施促进消费扩容提质遥 其
中不仅明确提出重点推进文旅休闲
消费提质升级袁 还针对优化市场供
给尧营造放心消费环境等方面袁提出
了支持各地区探索建立当地特色旅
游商品无理由退货制度尧建设一批中
国特色市内免税店等具体内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