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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
者 杨淑君) 日前，作为聊
城市人民政府2017年2号文
的《聊城市人民政府关于加
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工作
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发布，《意见》明确
了加强监管的总体要求，制
定了责任清单、明确全市18
部门的职责，提出全面提高
综合监管水平、加强综合监
管保障能力。

据悉，《意见》的出台，
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
厅及省政府办公厅有关文
件精神，进一步规范旅游市
场秩序，维护旅游者和旅游
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提高全
市旅游服务质量。

《意见》提出，依照“政
府主导、属地管理、部门联
动、行业自律、各司其职、齐
抓共管”的原则，建立权责
明确、执法有力、行为规范、
保障有效的旅游市场综合
监管长效机制。坚持整顿与

规范并重，治标与治本并
举，着力解决旅游市场秩序
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健全完
善旅游市场综合监管、联合
执法检查、统一受理投诉、
案件分办、转办和信息共享
工作制度，扎实推进旅游强
市建设。

《意见》制定出了责任
清单，明确了市旅游、公安、
工商、交通运输、城市管理、
商务、文广新、税务、质监、
物价、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食药监、民宗、农业、林
业、卫计、体育、住建共18个
部门的职责。

《意见》还提出，建立健
全旅游市场综合监管执法
机构，各县(市、区 )要建立
或指定统一的旅游投诉受
理机构，根治旅游投诉渠
道不畅通、互相推诿、拖延
扯皮等问题；提升旅游市
场 综 合 监 管 人 员 执 法 能
力；严格规范旅游执法行
为，对影响旅游市场秩序

的重大事件要实行督办问
责制度。

同时，加强旅游市场综
合监管保障能力。加强组
织领导，由市旅游发展委
员会牵头负责加强旅游市
场综合监管的指导、协调、
监督等工作；落实协作机
制，部门联合协调、信息共
享，建立执法监管的效能
机制，公开细化后的旅游

市场综合监管责任清单；
突出企业主体，各旅游企
业要依照法律法规主动规
范经营服务行为。旅行社
要 坚 决 抵 制 不 合 理 低 价
游、强迫消费等违法行为；
在线旅游企业要遵守公平
竞争规则；购物店要自觉
抵制商业贿赂行为；饭店、
景区等旅游企业要加强诚
信建设，提升服务质量。

聊城出台加强旅游市场监管实施意见

制制定定责责任任清清单单，，明明确确1188部部门门职职责责

1 .市旅游部门：依法承
担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管
服务质量、维护旅游消费者
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
负责牵头组织对旅游市场
秩序的整治工作；负责对组
织“不合理低价游”、强迫和
变相强迫消费、违反旅游合
同等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
和查处；负责联合相关部门
组织查处“黑社”、“黑导”等
非法经营行为；主动配合参
与打击涉及旅游行业的“黑
车”、“黑店”等非法经营行
为；负责对涉及其他职能部
门职责的投诉及案件进行
转办等。

2 .公安部门：依法严厉
打击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
站点等侵害旅游者权益的
违法犯罪团伙，及时查处强
迫消费、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行为；加强旅游治安环境
治理等。

3 .工商部门：依法查处
旅游市场中的违法广告、虚
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利用合同
格式条款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垄断行为(价格垄断除
外)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依法
查处餐饮、购物、景区、娱乐
等旅游市场存在的私拿回
扣、商业贿赂及“黑社”“黑
店”等各类旅游经营者违法
经营行为；对向旅游者销售
不合格商品或在商品中掺
假或者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
商品的投诉处理和案件进
行查处；查处旅游企业合同
及商标侵权违法行为；依法
监管旅行社违反工商登记
法律法规的行为；根据旅游
行政主管部门推送的对旅
游企业作出的行政许可准
予、变更、延续信息和行政
处罚信息，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山东)进行公

示。
4 .交通运输部门：依法

查处出租车拒载、甩客、不
按计价器显示金额收费等
违章行为；对取得道路运输
经营许可的旅游客运经营
者投诉案件进行查处；对本
部门在管养公路沿线范围
内依法设置的景区、景点指
示牌被遮挡的投诉进行处
理；依法打击未取得许可擅
自从事或者超范围从事旅
游客运经营的行为；整治道
路旅游客运市场秩序，依法
查处道路旅游客运经营者
违反道路运输法规、规章的
经营行为。负责水路运输市
场监管，依法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负责对具有合法资质
的旅游船舶违规经营和无
合法资质的旅游船舶违法
经营的投诉处理和案件查
处；指导旅游船安全管理工
作；配合其他相关职能部门
加强对景区游览秩序的整
顿。依法对电信和互联网等
信息通信服务实行监管，承
担互联网行业管理责任；督
促电信企业和旅游互联网
企业落实网络与信息安全
管理责任，配合开展在线旅
游网络环境和信息治理，依
法清理网上虚假旅游信息，
查处发布各类误导、欺诈消
费者等虚假旅游信息的违
法违规网站和账号等。

5 .城市管理部门：依法
查处景区(点)及周边违法占
路经营、违法设置户外广告
设施等行为。

6 .商务部门：发挥打击
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
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职能作用，协调有关
成员单位，针对旅游商品市
场侵权假冒问题，加大市场
监管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等。

7 .文广新部门：负责对

商业演出、娱乐场所文化经
营活动等方面的投诉处理
和案件查处等。

8 .税务部门：负责旅游
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税法宣
传教育工作；对旅游经营者
不开发票、虚开发票、使用
虚假发票等违反税收法律
法规的投诉处理和案件进
行查处；整治旅行社及分支
机构、宾馆、饭店、旅游景
点、导游、司机等旅游企业
和个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
的行为。

9 .质监部门：负责旅游
市场购物点计量器具以及
出租车计价器等计量违法
行 为 投 诉 处 理 和 案 件 查
处；依法查处生产假冒伪
劣旅游产品的违法行为；
依 法 对 旅 游 场 所 客 运 索
道、大型游乐设施、电梯、
非公路用旅游观光车辆等
特种设备实施安全监察，
对涉及特种设备安全的投
诉举报及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调查处理等。

10 .物价部门：负责旅游
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严肃查
处旅游行业经营者不执行
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不
按规定明码标价、欺诈宰
客、低价倾销，以及达成垄
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等问题。充分发挥“12358”价
格举报系统的作用，依法受
理游客对价格违法行为的
投诉举报，切实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整顿规范旅游市
场价格秩序等。

1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门：督促旅游企业落实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
法律法规；负责组织对旅行
社等企业劳动合同、工资支
付和相关社会保险的专项
执法检查，重点查处旅行社
等企业不与所聘员工签订
劳动合同、违规收取保证

金、拒付、拖欠员工劳动报
酬、未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等
违规行为，维护旅游从业人
员的合法权益。

12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负责旅游景区及周边食品
药品生产经营单位、旅游相
关场所等涉及食品经营许
可、食品药品质量安全的投
诉处理和案件查处。

13 .民族宗教部门：依法
查处旅游景区(点)宗教活动
场所及教职人员诱导旅游
者烧高香等敛财行为；依法
查处旅游景区(点)宗教活动
场所内僧侣、道士占卜算
命，以及利用宗教用品欺骗
游客等行为。

14 .农业部门：督导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农
业生态观光园、休闲农业园
区经营者和从业人员遵守
旅游行业法律法规，保护游
客权益；对于破坏旅游市场
秩序的市级以上休闲农业
和乡村旅游示范点、农业生
态观光园、休闲农业园区提
出撤销其称号的建议。

15 .林业部门：负责森林
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市场监
管工作；整治旅游景区违法
占用、毁坏林地(湿地)，旅游
企业或从业人员非法破坏
森林资源和倒卖野生动物
等问题。

16 .卫生计生部门：负责
旅游景区、旅游宾馆住宿等
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检查，达
到国家规定标准。

17 .体育部门：负责对经
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活动
的管理，加强对体育公园等
体育活动场所旅游市场秩
序的监管。

18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门：负责风景名胜区旅游市
场秩序的维护和整治，重点
查处景区违规建设和违规
经营开发行为。

全全市市1188部部门门旅旅游游市市场场综综合合监监管管责责任任清清单单

葛相关

本报聊城2月27日讯(记者 杨
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人社局获悉，
日前，聊城通过公开招标确定莱商
银行、齐鲁银行、农商银行、邮储银
行等4家市本级创业担保贷款经办
银行，并同各家银行签署了创业担
保贷款合作协议。其中，莱商银行、
齐鲁银行为新合作银行，为全市创
业担保贷款工作注入了新的力量。

本次招标确定的4家银行，是根
据《关于实施创业担保贷款支持创
业就业工作的通知》(银发〔2016〕
202号)和《普惠金融发展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财金〔2016〕85号)等最
新文件精神，对各家银行创业担保
贷款发放目标、经营网点和信贷产
品、存贷款利率优惠政策、盈利能
力、风险防控水平等多个方面综合
评比，择优选定的。通过招标进一步
拓宽了创业担保贷款发放渠道，提
升了服务水平。

同时，同各银行签署的新合作
协议进一步放宽了政策条件，如将
个人贷款对象由个体工商户扩大至
小微企业法定代表人、农民专业合
作社带头人、家庭农场主等各类创
业人员，并降低了贷款利率;将企业
贷款对象由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扩大
至所有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创业
担保贷款“扶持创业”和“普惠性”两
大政策属性进一步凸显。

新增三类人可申请

创业担保贷款

2月23日，临清大唐热电厂30余
人集体无偿献血，共采集血液12000
余毫升。

连日来，受冷空气及降雪影响，
聊城市的采供血工作呈现下降趋势，
为此，聊城血站通过官微、媒体等多
种渠道向社会发出无偿献血的呼吁。

临清大唐热电厂了解到这一情
况，积极与聊城血站取得了联系，通
过发动动员，组织电厂内符合献血
条件的员工集体无偿献血，为聊城
市的临床用血提供了一份保障。

活动组织者、临清大唐热电厂
党群工作部部长胡光锐在谈到此次
活动时表示，大唐热电厂作为央企，
一直十分热心公益事业，始终以电
力报国为己任，无偿献血只是电厂
开展的所有公益活动中的一项，但
是无偿献血的意义深远，献出一份
血，不仅可以救助生命，还充分体现
了社会文明的进步，这是一种责任，
更是一种无上的荣誉。

据了解，临清大唐热电厂还经
常进行助学、环保等公益事业，其中
建厂经费的10%用于环保的投入。

(张丽娟)

热心热血助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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