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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礼让，畅行天下

刊首语

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

发〔2009〕4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服务业发展“十

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2012〕62 号、《国民旅

游休闲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31 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等政

策文件法律法规的发布，中国旅游业和高职教育事

业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2015 年已然是这项事业发展进程中非常重要

的一年。值此创刊《辉旅游行业资讯》，以期立足

旅游高职教育平台，引导学生关心、关注旅游行业

发展态势，增强学生抓取行业前沿资讯意识和实际

动手能力，强化学生资料搜集、文本编辑、期刊设

计等技能，调动学生自发、自主、自觉提升自我价

值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至关重要！

本刊主编李辉自 2001 年从事旅游高职教育以

来，处处关注旅游行业与时发展，时时思考旅游高

校教研改革，拟为旅游业、旅游教育事业贡献绵薄

之力......乃成：【辉旅游教育】。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是辉旅游的职业理念！

愿以【辉旅游教育】总体思路为指南，以电子期刊

为平台，拓宽渠道，尽心尽力投入旅游高职教育事

业来服务旅游业健康发展！为学生的职业成长保驾

护航、扶上马送一程！放眼未来，终身学习！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本刊编委均为高职

旅游大类专业在校生，自愿参与，自主设计，每期

责任编辑 1 人，并由执行总编审核，经总编审定后

公开发布，免费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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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出游，可别放飞自我
樱花开了

各大景区都开放了

火锅店也热闹起来了

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同时

大家也可以偶尔出门

去看看山水城市、晨曦暮色，放松身心

旅行的脚步，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但请时刻记得，留下文明的身影

出门旅游，可不要忘记约束言行

带上礼貌和文明哟~

一、文明出行

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听从交通警察和交通信号指挥。要走人行道，不跨越交通隔离护

栏，不抢行机动车道，不乱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并排骑车或并排行走；

在行人拥挤的路段，不三五成群追跑打闹，横冲直撞，不乱停乱放交通工具；不到无安

全设施、无救护人员、无安全保障的水边嬉水、玩耍、游泳。

二、文明乘坐

主动配合乘务人员维护公共秩序，要按顺序、慢步轻声地乘车、登机或上船；扶老携幼，

不抢占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让座，不大声喧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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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明举止

要使用礼貌用语，谨遵语言规范，讲话注意场合，态度友善；穿戴整齐、不在公共场所

抽烟，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尊重别人，不强行与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

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宗教习俗。

四、文明观光

充分尊重所到国家、地区的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摒弃不良习惯；要讲究社会公德，爱

护公物，特别要注意保护文物古迹，不乱刻乱画，不得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五、文明入住

爱惜宾馆酒店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

用电。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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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明就餐

在外就餐时不宜大声喧哗，不宜铺张浪费，对待服务人员要礼貌，野餐之后莫留下一片

狼藉。

【资料转引自：南岸旅游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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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来袭
或许我们的剧本，在 2020 年的年初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我们终将再次启程！

复工后，多地旅游景点已经开放，

但是为了保证个人健康，

待疫情结束后带上你的爱人亲人朋友一起出去看一看吧。

一、泸沽湖

走进泸沽湖,如同进入了一个神秘世界, 湛蓝的湖水被群山围绕,美妙绝伦的湖光山色

间居住着多情浪漫又勤劳善良的摩梭人，他们至今还沿袭着古老的母系氏族社会的走婚习俗。

你可以徒步或骑单车环湖，喝茶聊天，坐猪槽船看清晨日出，参加夜晚村寨的甲搓舞篝火晚

会，在这个“东方女儿国”里乐不思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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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洱海

洱海古称“叶榆水”，也叫“西洱河”、“昆弥川”，是由西洱河塌陷形成的高原湖泊，

外形如同耳朵，空中俯瞰，洱海宛如一轮新月，静静地依卧在苍山和大理坝子之间。

洱海共有三岛、四洲、五湖、九曲，湖水清澈见底，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作“群山间的无瑕美

玉”。还可以在洱海边上边看景色，边享受美食。

三、丽江古城

丽江古城又叫大研古镇，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古城，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是云南适合情侣旅游的地方，空气里微微散发着香甜的暧昧气息。

说到丽江古城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牵着爱人的手，悠闲的在酒吧喝着清酒，看着窗外来来

往往的人，而你们的眼中只有对方。当然你们还可以在小旅馆的露台上相拥看雪山环抱；牵

手漫步四方街享受夏日午后慵懒的阳光；依窗聆听纳西族的悠悠古乐，时光在不经意间柔软

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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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玉龙雪山

玉龙雪山是位于位于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是中国最南的雪山，也是横断山

脉的沙鲁里山南段的名山，是世界上北半球纬度最低、海拔最高的山峰。玉龙雪山在纳西族

被称为“波石欧鲁”，意为白沙的银色山岩，是纳西族及丽江各民族心目中的神山。

玉龙雪山以险、秀、奇著称，主要景点有黑白水河、甘海子、云杉坪、牦牛坪、扇子陡等，

是纳西族人心中的圣洁之地。

五、大理双廊

远眺苍山十九峰，集苍洱风光之精华，群山叠翠与湖光水色相映生辉。在亚热带季风气

候浸润下，古色淡雅的双廊更显得风情浓郁。因此双廊有着"大理风光在苍洱，苍洱风光在

双廊"的美誉。



诗意旅游 敬畏自然 2020年 5月 第 9期
总第 121期 《辉旅游行业资讯》电子半月刊

辉旅游教育教研网 http://www.huilvyou.cn- 7 -

六、元阳梯田

元阳梯田位于云南省元阳县的哀牢山南部，是哈尼族人世世代代留下的杰作，被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壮观的梯田，绚丽的哈尼文化，弓得无数摄影爱好者到此拍下梯田最美的时刻，

很多旅游爱好者也纷纷到此，只为欣赏这神秘的梯田。

七、蝴蝶泉

大理三月好风光，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泉，坐落在大理点苍山云弄峰下。它像一颗透

明的宝石，镶嵌在绿荫之中，泉水从池底鹅卵石和白沙中涌出，“蝴蝶泉”三字由郭沫若题

写。泉池西北角的大树是合欢树，也称“蝴蝶树”，每年农历四月间开花，花形如蝴蝶，释

放的花蜜招引各种蝴蝶在泉池汇集，蝴蝶泉之名可能即由此而来。

【资料转引自：暮色伊 ren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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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之城，烟雨古镇

一、历史源流

平远古镇位于贵州省中西部，织金县城东部，因历史曾用名“平远府（州）”而得名。

织金在新、旧石器时代即有原始人居住，史书称“僚”、“濮”。僚又称“獠”、“鸠僚”、

“革僚”、“葛僚”、“犵佬”等，即今之仡佬族；濮又称“卜”，即今之布依族。夏属“梁

州江外之南域”。商、周属鬼方。春秋、战国时北部属夜郎国，南部为牂牁国,中部为仡佬

蛮王巴瑞部落世居，汉史籍统称“南夷”。秦始皇二十六年以巴瑞后裔为羁縻王建汉阳县，

至南朝齐、梁之际。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 年），置普宁州（辖今织金县南部及普定县）。

龙朔三年（663 年），比楼（即毗那）内附。总章三年（670 年），以其地置禄州、汤望州。

天宝元年（742 年）置晖州（《旧唐书》写作“腪州”），皆羁縻州。会昌（841-846 年）中，

封普里渠率为“滇王”，旋改“普宁郡王”。五代战乱，比楼后裔主色东征矩州（今贵阳），

在石人山创石人部落，称“罗氏”。五代末，则额窃号“罗氏鬼主”，史称“罗氏鬼国”。

乾德五年（967 年），宋太祖赵匡胤封罗氏鬼国君长普贵（仆夜）为矩州（贵州）刺史；原

比楼部史称毗那国，《桂海虞衡志·蛮马》说：“蛮马出西南诸蕃，多自毗那，自杞等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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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元十七年（1280 年）九月，罗氏鬼国亡，改为顺元路，置宣慰司。大德七年（1303 年），

为磨玻、雷波、高桥、市北洞等处长官司。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 年），置贵州卫，改顺元

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洪武六年（1373 年），改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毗那为水西 13 则溪

中的陇胯、的都、朵里、阿架 4则溪，隶属贵州宣慰司使亲辖。《明史》称“织金”,《方舆

纪要》：“天启三年（1623 年），黔抚王三善逼大方，安邦彦窜入织金，既而三善为贼所诱，

邦彦遂复炽。”崇祯九年（1636），在凤凰山侧建比喇（毗那）石城。康熙三年（1664 年）

十一月，吴三桂平定水西。四年，改土归流，派流官治理，置比喇军事大镇。五年（1666

年）以比喇地建平远府。隶贵西道，道台驻平阳城（即平远府城，今县城）。二十三年（1684

年）正月，改府为州，改镇为协，先隶威宁后隶大定。民国二年（1913 年），平远州改为平

远县，隶属贵西道。民国三年（1914 年）元月十二日，沿用明代之“织金”，将平远县改

名织金县。

平远古镇，东有五指山群峰环抱，西揽双潭对镜，东山与鱼山两处风景名胜一南一北遥

相呼应，三潭滚月、九龙潭、金钟湖、月光岛、神龙蛰影、玉屏展彩、海螺朝天、金钟扑地

及隆兴寺、古驿道、砂器等景点、古迹和人文分布其间。大岩洞旧石器遗址，见证了这里的

原始与古老；仡佬“蛮王”把瑞建立的东山古城池，书写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打铁仡佬、剪

发仡佬、锅圈仡佬、披袍仡佬、打牙仡佬，织金具有绝大多数的仡佬民族种类，其中，打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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仡佬居住于东山一带，他们不仅继承了原始先民的砂陶工艺，还发展了青铜、铁器制作技术。

北宋乾德五年（公元 967 年），彝族东山部落王子若差向赵匡胤朝贡，被授以武职位。后来

的“平远锅”，远销贵阳、安顺、四川等地。

二、人文地理

时而群峰耸立、重峦叠嶂，时而峡谷幽深、峭壁对峙，时而玲珑剔透、巧夺天工，这是

平远古镇的山，青如墨岱；时而石中出，时而似飞雪，时而如玉带，时而如明镜，这是平远

古镇的河，平远古镇的湖泊，碧如翡翠；青砖绿瓦，亭台楼榭。小桥伴佳人，柳岸有墨客。

叫卖声声响，客栈马帮来。这是平远古镇的市井，喧哗如旧时的堂前雁。独特的喀斯特地貌，

造就了平远古镇独特的山、水、溶洞等自然风光和人文地理，也注定了这里的地灵人杰。

1、凉浆河：流经平远古镇的一条主河流，先是由南向北，至鱼山处折向西流，汇集了

九龙湖、三潭滚月、黑龙潭、双潭对镜之水，最后与卜牛河合流，向北而去。在平远古镇境

内，凉浆河婉转回旋，如玉带般缭绕于古镇，或飘逸，或洒脱，或幽深，低吟浅唱，轻歌曼

舞。

2、三潭滚月：位于平远古镇中部。由瓦窑龙潭、猪巴巴龙潭、黄泥龙潭组合而成，形

似鼎足。皓月当空，晚风逐浪，但见明月于三潭之中滚动，故名三潭滚月。古人亦有诗咏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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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舆形象不空谈， 蟾蜍精光自宛然；明月不从天上取， 却从地下滚三潭。” 织金古八

景之一，词条收入《中国名胜大词典》。

3、金钟湖：位于“金钟扑地”北面。碧盘滚珠，水天一色，俗称莲花湖。水上有烟雨

桥，湖岸有荷风亭，香远与溢清两榭，东西遥望。平远古镇新景之一。

4、九龙湖：介于东山与“穿洞流云”之间。一湾清流，一唱三叠。湖岸怪石林立，如

龙戏水。怪石间有九龙亭，亭中观水，赏心悦目。平远古镇新景之一。

5、鱼山湖：位于平远古镇北部，鱼山之下。水岸悬崖峭壁，古树森森，青砖绿瓦、亭

台楼阁倒影其间，景幽而韵古。平远古镇新景之一。

6、黑龙潭：位于平远古镇东北部，“玉屏展彩”削壁之下。井水清澈甘甜，四季长流。

原水井狭窄，改造后的水井宽阔，水岸巉岩林立。平远古镇新景之一。

7、鱼山：织金名山。位于平远古镇北部，因形似僧人用的木鱼而得名。鱼山四面绝壁，

古树参天。山上古迹众多，有碧琉璃精舍、黑神庙、藏书楼、纪赈亭等古建及石刻。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织金古建筑群之一。

8、东山：织金名山。位于平远古镇南面，又称“东寺晚钟”，织金古八景之一。与南

面的古佛山、西边的西灵山、北部的鱼山合称“织金四大名山”。东山三面绝壁，西面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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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顶。山势险峻，景色秀丽。溶洞众多，古树幽深。上有东山寺、梵帝宫，有前楼、钟鼓楼、

山门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织金古建筑群之一。

9、金钟扑地：山名。位于平远古镇东部，与“东寺晚钟”东西对峙，因形似金钟而得

名。山上原建有文昌宫，后废，改建于织金县城内。山北有金钟湖，西面为财神广场，东面

有“三石连标”。

10、海螺朝天：山名。位于“野人谷”入口与牛鼻子山之间，因形似海螺而得名。山势

陡峭而小巧玲珑。

11、牛鼻子山：位于平远古镇东北部，三潭滚月东面。山的西面形似牛鼻，且有穿洞似

牛鼻，故而得名牛鼻子山。山路险峻，奇峰异石，景色宜人。上有观景亭台，可一览古镇全

貌。

12、锥子山：位于平远古镇和织金饭店东南部，因形似锥子而得名。山势陡然，高大、

雄奇，如利剑拔地而起。

13、五指山群峰：平远古镇东部群峰连绵，重峦叠嶂。其中最高的五座山并立在一起，

因形似五指，故而得名。榜山东挂、神龙蛰影、和尚洞（石佛洞）等景观，深藏于群山之中。

五指山的开发利用，将成为支撑平远古镇发展的有力保障。

14、野人谷：位于平远古镇东部群山之中，原称“蛇冲”。峡谷内悬崖峭壁，溶洞众多，

有古驿道及织金八小景之一的“神龙蛰影”等，是攀岩、登山、竞技、探险等体育健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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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处。杆栏式原始民居、民族射弩、歌舞、儿童娱乐等也将在此开展，集原始体验、休闲、

养身等于一谷。

15、穿洞流云：即奇缘洞，位于平远古镇南部，织金古八景之一。穿洞中常用有云雾浮

动，故名。旁有两个溶洞，流水淙淙，声如鸣琴。泉水清澈甘甜，凉沁心扉。上有观音寺及

三面观音塑像。从南服务中心至奇缘洞，将修建一条步行栈道。栈道穿行于原始而自然的绿

荫之中，再步出奇缘洞，平远古镇跃然于眼前，令人有世外桃园之感。

16、三石连标：古八景之一，位于平远古镇东部。俗名“三节石”，乾隆《贵州通志》

称“三台石”：“三台石在城东磊落天成，高数丈许”。

17、平远楼——平远博物馆：位于平远古镇北部。水西彝族建筑风格，总高 42 米，5

层楼。其中，台基高 7.95 米。整座建筑看起来高大、雄伟，是平远古镇地标，更是古镇的

历史和精神象征。

18、市井商业街：位于平远古镇北部区域。以平远楼为核心，街道和广场向四方辐射，

形成东、西大街和平远北广场、平远大舞台。以传统商业为主，集地方手工艺品、名小吃、

集市（十二生肖赶场）、民族蜡染、刺绣、客栈等传统商业为一体，再现热闹繁华的昌盛景

象。

【资料转引自：支教织金游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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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南部的小众小镇

法国塞尼翁（saignon）归属于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沃克吕兹省下的阿普

特区。小镇历史悠久，安静祥和，人不多，游客也很少，这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宁静的小镇，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遗于世事，忘于光阴~

虽然是多年前去过的地方，但看看它现在的照片，发现还是那个样子，没有任何变化。

看资料，2009 年，镇上人口数是 1000 出头，2016 年镇上人口数还是 1000 出头。看样子，

估计几十年也不会有很大变化。感觉无论外界的步调如何，这里还是照着自己的节奏按部就

班，悠闲舒适的度过自己的岁月，颇有种山中不知世事的隔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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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坐落于山顶，山顶上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岩石，所以这个小镇还有个名字叫悬石小镇。

从山下远远的看那些露头的岩石，仿佛像是古老的城堡，悠悠的诉说着历史变迁，沧海桑田。

有个说法很有意思，在一个官方网页上说，塞尼翁凭借其坚硬的岩石，为阿普特区发挥了重

要的防御作用，在数个世纪以来都扛住了无数次入侵的袭击……尽管尚未受到游客的攻击！

小镇的很多古老建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在小镇的中心，三条道路交汇处，便是一座古老

的喷泉，泉水叮咚，给宁静的小镇带来了一些跳跃的音符。

在喷泉的对面，是古老的洗衣池。小镇很小，非常适合步行探索，漫步在狭窄的街巷中，

古老的喷泉，美丽的老房子，家家户户门外的绿植鲜花，精致美丽，肆意生长。

小镇上还有一座 12 世纪的罗马式教堂（Notre Dame de Pitie），很是古朴。镇上没几家商

店，也没几家餐馆，可以说基本没什么商业气息，于是乎更会体验到一派“把酒话桑麻”的

浓浓归田园居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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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小镇上公共区域有一棵很大的樱桃树，有些公共区域也爬了葡萄藤，一串串葡萄甚

是可爱，当时还去摘了樱桃和葡萄吃，回忆起来那个夏天有着酸酸甜甜樱桃的滋味～然后又

眼巴巴地看着还没成熟的绿绿的小小的无花果。

古墙枯藤

岩石高处并不难走，爬上去也不高，只是本身就在高地了，所以当走到岩石高处时，便

可以一览无余的欣赏整个平原和卢贝隆山脉的壮丽美景！看山坡连绵，白烟袅袅，触目所及，

郁郁葱葱。

如果天气很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旺度峰（Mont Ventoux），吕贺山（Lure mountain），

甚至是阿维尼翁的高地（heights of Av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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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尼翁小镇的周边，就能看到很多薰衣草田，薰衣草成熟的季节，空气中仿佛都是独特

的薰衣草香气~我以前一直以为薰衣草很香，后来才知，薰衣草不香，而是一种说不清的类

似草药的味道，刚开始闻不习惯的话并不会觉得好闻，但是闻习惯了就会很喜欢。沐浴着普

罗旺斯充沛的阳光，塞尼翁小镇静静的固守着自己的一方净土，静待着有缘人前往探索。那

缓慢的节奏把日子过得悠长，把生活过得舒缓，怡然自得而不知岁月。

【资料转引自：陪着俩娃去旅行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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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旅游攻略

安吉，一座山水云间的魅力小城

绿水绕青山，清幽伴雅致

坐落在安吉的风景小镇

好似一幅藏匿于山水间的泼墨丹青

用大自然的神奇笔墨

绘制着人世间的多彩滋味

雅致小镇，自成风景

除了安心舒适的入住体验外

还有极尽缤纷的活动等你打卡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小镇

那初遇时的这些精彩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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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一定不要错过

初遇小镇·必做的 6件事

一、闲步小镇，收藏风景

小镇的风景

是淡墨研出的画

蓝天白云间，小桥流水下

是自然深处的静谧安然

晨起的微光，正午的暖阳

都在记录小镇的变化

美好从不局限于一隅

角角落落都是可爱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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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江南岸

在这成片精致的建筑里

一抹温柔的小江南

随风而现

二、逍遥农场，农事体验

春天的逍遥农场

总能给人无限新希望

一棵棵幼苗破土而出

绿了庄园，圆了心愿

辛劳的人们和向日葵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只因对这自然盛景

格外热情

期待今年的逍遥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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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你的身影

当庄稼饱满，果实满园

一定记得来收获成果

三、温暖陪伴，治愈童心

小镇的儿童乐园

为旅行减负，让你轻松带娃

各类益智游戏层出不穷

将欢乐纯真留给时光

我们想给的

不只是玩耍，更是陪伴

让温暖相随，童心得以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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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游泳戏水，欢乐畅快

小镇桃花村里

有一处别具风味的“中国风”建筑

四周绿水环绕，竹林映衬

成就了一处标志性风景

这就是小镇的“水一方游泳馆”

常年恒温的游泳馆

让游泳爱好者

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水中畅快

还有专门的儿童戏水池

全家出游必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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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朗气清

让人神清气爽的水上娱乐活动

也不失为一项好的选择

随着小船荡漾而去

小镇的如画风景映入眼帘

绘制成一幅无暇篇章

五、四季果园，天然滋味

小镇里的四季果园

总在悄悄绽放惊喜

樱桃，琵琶，杨梅......

纯天然美味水果

正悄然挂满枝头

六、休闲午后，安然时光

悠悠然的午后时光

不如一起来不见不散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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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一场别致的电影

或是来到安静的鹤书吧

徜徉书海

寻觅自己的安然小世界

动人的午后

有暖阳，有风景

还有别致的下午茶

心之所向的生活，不过如此

或许，已是小镇的老朋友

一年一度的假期

小镇与你，一同见证时光变迁

或许，与小镇有过一面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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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途的差旅，途径的风景

小镇与你，留下了彼此的第一眼缘

或许，即将迎来初遇

希望这样的小镇

能让你嘴角上扬，心生欢喜

小镇在安吉

期待与你相遇

【资料转引自：大年初一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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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北部旅游景区推荐

青岛是中国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沿海开放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具有“中国品牌之都”的称号。

青岛啤酒博物馆

青岛啤酒博物馆设在百年前的青岛啤酒厂老厂房内，一幢幢红色的洋房很有味道，靠马

路一侧的屋顶上装饰着醒目的超大啤酒罐。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青岛啤酒的历史，看生产啤

酒的老设备，还可以品尝到纯正的青岛啤酒。每一个购买了门票的游客，博物馆都会免费赠

送一杯原浆啤酒，一包啤酒豆，一杯生啤酒，分两次给游客品尝，免票群体就没有这样的待

遇了。

登州啤酒街

青岛啤酒街全长 990 米，最惹眼的是马路的颜色——绿色，这是全省首条彩色马路。闻

名中外的青岛啤酒厂（啤酒博物馆）就坐落在该街，并有天幕城等设施。全街主打啤酒文化，

依托百年啤酒品质精心打造，让啤酒的历史文化在今天得到延伸。青岛啤酒的魅力就是青岛

这座城市的魅力，啤酒造就了青岛奇特的街景文化，被国内外人士称之为中国的“慕尼黑”。

台东步行街：青岛著名的商业步行街，还是全国最大的手工彩绘一条街“朝观壁画夜赏灯，

购物休闲在台东”，台东步行街是青岛最著名的商圈——台东商圈的核心，街内有国内外知

名的沃尔玛、万达广场、百信鞋业、利群集团、苏宁电器、三联家电、亚泰电器、新华书店、

医保城等各类业态的企业 245 家，个体工商户 56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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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街两侧 21 座商住楼 6万余平方米的墙面为统一彩绘，精心绘制了色彩斑斓、造型

生动的大型壁画，形成了独特的彩色画廊，这是全国最大的手工彩绘一条街。

台东三路经过精心的景观设置，夜景迷人。这里还有男士、女士特色广场，营造出优美

的购物和休闲环境，使市民在购物消费的同时，还享受着文化特色的盛宴。

青岛中山路商业街

中山路是曾经与上海的南京路、北京的王府井齐名的老青岛有名的商业中心，这里有着

许多知名的百年老店，如“盛锡福”鞋帽店、香满四溢的“春和楼”、家喻户晓的“宏仁堂”大药

房、百年老店“福生德”茶庄，当然还有名冠中华的“亨德利”钟表店。

在这条街上出售干海产品的商家随处可见，既有海参、鲍鱼、鱼翅等海珍品，也有大虾、

海米、鱿鱼、蛤蜊、烤鱼、烤虾、虾皮、海带等中低档海产品。岛城的特色小吃在这里也是

应有尽有，著名的“劈柴院胡同”就位于中山路，国货公司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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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德国风情街

德国风情街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馆陶路，是在原有的老建筑群的基础上改造而成的特色建

筑街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馆陶路已经成为青岛的金融经济中心，被称作是“青岛的华

尔街”，影响着整个华东地区的经济及沿海地区的出口转口贸易。在当时，馆陶路上的洋行

有 50 多家，多为德国、日本、美国、等国大公司的分支机构。如今这里依旧保留着麦加利

银行青岛分行旧址、横滨正金银行青岛分行旧址、青岛汇丰银行旧址、朝鲜银行青岛支店等

历史建筑。除了观赏一栋栋漂亮的西式建筑，这里还可以品尝到各种正宗的异域风味美食。

【资料转引自：Free Travel 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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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法律科普

为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

促进旅游业持续健康发展,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旅游法规定的“旅游安全”和“旅游监督管理”

的知识！

一、旅游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旅游安全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依照法律、法规

履行旅游安全监管职责。

国家建立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制度。旅游目的地安全风险提示的级别划分和实施程

序，由国务院旅游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将旅游安全作为突发事件监测和评估的重要内容。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将旅游应急管理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制定应急预案，建

立旅游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开展救援，并协助旅游者

返回出发地或者旅游者指定的合理地点。

旅游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和消防安全管理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条件，制定旅游者安全保护制度和应急预案。

旅游经营者应当对直接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从业人员开展经常性应急救助技能培训，对提供

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监测和评估，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危害发生。

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

突发事件或者旅游安全事故发生后，旅游经营者应当立即采取必要的救助和处置措施，

依法履行报告义务，并对旅游者作出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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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

及时救助。

中国出境旅游者在境外陷于困境时，有权请求我国驻当地机构在其职责范围内给予协助和保

护。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二、旅游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对旅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旅游主管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产品质量监督、

交通等执法部门对相关旅游经营行为实施监督检查。

旅游主管部门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向监督管理对象收取

费用。旅游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参与任何形式的旅游经营活动。：

旅游主管部门依照前款规定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涉嫌违法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

他资料进行查阅、复制。

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其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并应当出

示合法证件。监督检查人员少于二人或者未出示合法证件的，被检查单位和个人有权拒绝。

监督检查人员对在监督检查中知悉的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个人信息应当依法保密。

对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说明情况并提供文件、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中或者在处理举报、

投诉时，发现违反本法规定行为的，应当依法及时作出处理；对不属于本部门职责范围的事

项，应当及时书面通知并移交有关部门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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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旅游违法行为查处信息的共享机制，对需要跨部门、跨地区

联合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进行督办。旅游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及时向

社会公布监督检查的情况。

依法成立的旅游行业组织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章程的规定，制定行业经营规范和服务

标准，对其会员的经营行为和服务质量进行自律管理，组织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提高从业人员素质。

【资料转引自：淮安交通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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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

未来，为旅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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