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黄金金周周旅旅游游投投诉诉下下降降55成成
景区成投诉热点，占比由去年的27 . 76%上升至50 . 82%

杰布·克里斯翼装飞行

助阵江郎山国际旅游节

9月28日下午，有翼装飞行之
王之称的杰布·克里斯携其6名团
队成员，在2013中国·衢州江郎山
国际旅游节暨第四届中国·江山毛
氏文化旅游节现场进行了难度空
前的无动力翼装飞行，穿越近300多
长、4米宽的江郎山一线天。据了解

“挑战一线天、飞越江郎山”穿越活
动是本届旅游节的一大看点。活动
期间还举行了衢州旅游投资项目洽
谈会衢州旅游项目投资洽谈会、江
(山)台(湾)旅游精品推介会暨江郎山
与日月潭结对仪式、《毛泽东晚年
读书生活》、《毛泽东的简朴生活》
专题讲座、中华诗词名家锦绣江山
行、江南毛氏祭祖大典等多个活动。
据江山市旅游局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活动旨在打响以江郎山为主的衢
州旅游品牌，提升衢州首个国家休
闲区形象，扩大衢州影响力。

济南中华民族欢乐园

备下重阳游大餐

重阳节将至，济南中华民族欢
乐园为老年朋友们准备了丰富多
彩的民俗活动，让广大老年朋友不
需跋山涉水，就可以品味到大半个
中国的少数民族风情。

老人节期间，老年朋友可以观
看全国民间绝技展演，可以欣赏民
间艺术展示，还能领略大江南北的
特色文化：十六个少数民族的演
员，特别奉献精彩的民族特色演
出；散发浓郁少数民族特色的民
居、民俗展示让您目不暇接；彝族
的阿诗玛坐在自家门口给阿黑哥
绣着香包、酿着米酒；壮族的刘三
姐唱着山歌摇着竹筏缓缓向你驶
来；藏族小伙为您端上一杯热气腾
腾的酥油茶……金秋时节，中华民
族欢乐园第十届赶秋节火爆进行，
五大非物质文化遗产舞蹈充满浓郁
的民俗文化，河北井陉拉花、彝族跳
菜、商河鼓子秧歌、苗族反排木鼓
舞、陕北安塞腰鼓一齐登场；微山湖
人家、黄河人家、沂蒙人家六个代表
齐鲁文化的齐鲁大地不同地域民居
和民俗文化展示，让您感受山东民
俗的博大精深；更有活力四射的非
洲风情，让您感受跨国文化。中华民
族欢乐园还是一个有山有水的游玩
胜地，老年朋友可以欣赏到云天大
瀑布、黄果树瀑布等壮观美景，感受
大自然的新鲜空气。 (新燕)

西霞口

推出重阳节优惠

10月13日，是农九月初九重阳
节，西霞口景区为所有想在当天登
高望远的父母和子女提供景区门
票优惠政策。

重阳节当天，所有人群前来西
霞口景区都可享受门票优惠：神雕
山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门票近6折
优惠，而想要在重阳节登上最早看
到日出的海上高角的游客则可享
受成山头景区门票的半价优惠。

九九重阳，久久长寿。金秋时
节，带父母到“中国最美的八大海
岸”——— 成山头，观日出升于海天
一线之间，感受天地赐予的恩泽；
畅游充满野生气息的神雕山野生
动物园，听虎啸狮吼、闻猴啼鸟鸣、
看熊搏豹猎、观群猴嬉戏/赏海精灵
鲸豚表演。在这里，您可以欣赏憨态
可掬的“国宝”大熊猫，可以和憨熊
相拥合影，还可以驾骏马驭风而行。
无障碍地观赏珍禽异兽，可以让您
真切地融入自然，放松身心感受自
然，从中获得轻松和愉悦。 (文考)

休闲宝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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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截至10月7日17
时，全省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共
受理旅游投诉122件，无重大
恶性投诉。其中，青岛30件、
泰安16件、临沂14件、烟台
11、潍坊11件、济南8件、威
海8件、东营6件、枣庄5件、
济宁 5件、淄博 3件、莱芜 2
件、日照1件、聊城1件、菏泽
1件，德州、滨州零投诉。在
122件旅游投诉中涉及旅行社
的39件，占31 . 97%；涉及酒
店的16件，占13 . 11%；涉及
景区的62件，占50 . 82%；其
他方面5件，占4 . 10%。

因《旅游法》实施，各旅
行社经营比较谨慎，服务进一
步规范，未发生《旅游法》禁
止的强迫游客购物、安排另行
付费项目等方面的纠纷。旅行
社被投诉的问题主要表现为，
有的合同约定中存在告知瑕
疵，没有标明住宿地点；部分
旅游产品设计不合理，团队不
包餐，但住宿地周边无饭店；
行程中组织不当，对于少量游
客提前退团的情况退费不及
时。另外，个别旅行社对“十一”
黄金周期间可能引起的交通、
客流拥堵现象预见性不足，发
生了发团延误、游览缩水、餐饮
安排不当、更改行程等问题。

涉及酒店的投诉大多是商
务酒店，主要是由网上订房引

起的纠纷。集中表现在价格约
定、告知提示、服务态度等方
面，包括提前退房违约金、房
间折扣价款、物品损毁价格等
约定不清；提示、告知义务履
行瑕疵，游客住宿到期后要求
续住但被直接退房；游客车辆
在酒店停车场被划，工作人员
与游客发生口角等。此外，部
分商务酒店不讲诚信，随意取

消客人预订的房间，引起游客
不满和投诉，仅10月4日一天，
就发生4起此类事件。某酒店与
上海新濠国际旅行社因经济纠
纷导致团队游客无法入住，被
投诉至国家旅游局假日办。

对 景 区 投 诉 由 去 年 的
27 . 76%上升至50 . 82%。景区
人多拥挤，服务不到位成为投
诉的主要原因，具体问题有：

景区道路疏导不利、售票口游
客拥挤、区间车不及时开通等
原因影响景区游览秩序和游客
旅游质量；工作人员对优惠或
免票政策掌握不清，在检查游
客优惠证件时态度急躁；旅游
高峰期个别景区工作人员缺乏
耐心、细致的服务，因服务态
度被投诉的情形时有发生。

（蒋波 冯泮爽）

今年“十一”黄金周是《旅游法》实施后的第一个旅游黄金周，记者从省旅游监察总队获悉，截至10月7
日17时全省旅游质监执法机构共受理旅游投诉122件，比去年“十一”黄金周下降了50 . 20%。值得关注的是，
对景区投诉占总受理投诉比率明显上升，由去年的27 . 76%上升至50 . 82%，成为被投诉最多的旅游企业。

□李芳芳

9月29日，省旅游局与省
金融办召开了旅游金融合作
对接洽谈会，47家省内重点
旅游企业同20余家金融机构
参会，首次旅游金融合作对
接会为两个产业未来创造双
赢局面埋下了铺垫。

近年来，我省旅游业正
面临着良好的发展局势，旅
游几乎成为我省社会投资最
活跃的领域之一，647个在建
项目规划总投资超过1 . 33万
亿元。截至2012年底,我省A级
旅游景区、旅行社、星级饭店
数量均位列全国三甲。“2012
年 ，山 东 旅 游 总 收 入 达 到
4519 . 7亿元，对GDP贡献率超
过了9%，预计2013年，全省旅
游总收入将迈上第五个千亿
台阶。”省旅游局副局长窦
群在会议上表示。

同时，窦群还指出，我
省旅游企业发展的数量与质
量相对失衡，“小、散、
弱、差”现象依旧没有改
变。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
的《2012年度中国旅游集团

20强排名》中，我省榜上无
名；全国有332家上市旅游企
业，我省至今也没有实现零
的突破。

“我省要加快培育出国
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大型旅
游企业集团，就有必要加强
融资，合理利用金融工具，
为旅游业发展注入活力。”
窦群表示，本次对接会正是
为了搭建旅游企业和金融机
构的合作平台，解决好供需
之间信息不对称和重点旅游
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在40多家旅游企业准备
的创新融资基本情况中，记
者发现，大部分企业在合作
方式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借款
或者门票质押，融资方式单
一。“从这里可以看出，很
多旅游企业只是对银行贷款
了解比较多，而对于其他融
资方式知之甚少，银行贷款
的期限短，旅游行业的周期
又较长，所以并不是最适合
旅游企业的融资方式，资本
市场反倒是更合适和重要一
些。”省金融办证券与资本
市场处处长张伟建议说。

据了解，两个月前全省
旅游发展务虚会召开时，已
有蓬莱阁文化旅游集团、栖
霞知春湖度假区、尼山省级
文化旅游度假区、烟台蓬达
旅业集团在可转换债券、产
业基金、中期票据、资产证
券化等方面取得不同进展。

郑岩是来自海航旅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投资与证
券业务部的总经理助理，在
洽谈阶段，他不停地奔走于
各旅游企业之间，分发自己
的名片，同时积极地与企业
负责人进行详细交流沟通。
郑岩说：“我们是来自省外
的投资商，主要是被山东省
旅游业的发展前景所打动，
还希望能在这里找到合适的
旅游企业，共同谋求长期合
作与发展。”

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我省旅游业正进入发展
提速的新阶段，此次对接会
只是一个开始，今后还将举
办类似的活动，旅游企业应
积极创造能够让金融机构支
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密
切与金融机构的合作。

旅旅游游企企业业““钱钱路路””将将变变宽宽
我省首次旅游金融恰谈会开始牵线搭桥

多个金融机构成立

文化产业事业部

据了解，民生银行已经
成立了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
国开行、工行、建行等也在总
行设立了专门机构，这对旅
游企业是个有利信号。

民生银行早就阐述过创
新旅游融资渠道的问题，其
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济南分
部总监李继弢表示，目前民
生银行已同省内五十家左右
的旅游企业建立了联系，考
虑到乡村旅游正成为我省旅
游发展的热点，李继弢以竹泉
村等一些成熟乡村旅游点举
例说：“他们代表着乡村旅游
的发展方向，顺应了未来消费
结构的变化，从项目创意到后
期运营注重遵从核心文化竞
争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比
较成熟的商业模式，这正是
投资方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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