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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资讯AⅡ·06

一要认清旅行社资质。旅
游者在选择旅行社出游时，要
确认旅行社的资质和经营范
围。注意查看工商部门颁发的
营业执照和旅游管理部门颁发
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
《旅行社分社备案登记证明》、
《旅行社服务网点备案登记证
明》等。选择合法、优质、诚信
的旅行社不仅可以使旅游者放
心明白消费，还可以保障旅游
者的合法权益。

二要警惕“旅游陷阱”。旅
游者在选择旅游产品时，一定
要注意品质，不要贪图便宜贸
然参加买保险“送旅游”、“户外
俱乐部”、“微信群”及“熟人介
绍”等非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
游，以这类名义组织的旅游通
常不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不
提示游客购买保险，不提供发
票或收据，出现纠纷或意外事
故后，出游者很难举证维权。

三要谨慎选择退团。旅游
消费其实是一种典型的预付式
消费，事先签订消费合同对于
保障游客权益尤为重要。游客
在选定某旅游产品时，不管是
实体消费还是网上订购，尽可
能在付款前与对方签订合同，
明确服务内容及双方责任。如
此，一旦出现纠纷，维权更有底
气。当然，即使签订了旅游合
同，游客因自身原因确实无法
参团，也可以提出退团，不过游

客需承担机票、酒店预订等实
际发生的费用，且退团通知应
尽早告知旅行社。

四要遵守团队纪律。游客
在游览参观过程中，应注意听
从导游安排，加强时间观念及
团队意识，不要因为游客个人
的迟到而影响团队旅游行程和
其他游客的权益。应记住集合
的时间、地点，导游的联系方
式，车辆的停放位置、车型车号
及颜色等，方便及时与团队会
合。

五要注意旅游安全。暑期
天气高温多雨，消费者出游前
应了解旅游目的地天气状况，
避开洪涝灾区，做好防暑、防
雷、防雨准备；不要轻易参加未
开发线路探险旅游；游览地势
险要的自然景观时，要留意景
区危险地段的警示标志，不要
进入禁止进入的区域；游客在
参加滑沙、滑草、骑行、海泳、漂
流等旅游项目时，需全面了解
注意及禁忌事项，同时要根据
自身身体状况谨慎参加；旅行
途中保管好个人财物和身份
证、护照等重要证件；游览时要
听从导游（领队）的游览安全提
示。此外，暑期出境游特别是
对于海岛游中安排的“海底漫
步”、“浮潜”、“深潜”等项目，要
在专业教练的陪同下参加，乘
船游览时要全程穿戴救生衣，
注意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范，

一旦遇到险情，应及时向当地
救援部门求助。

六要增强购买保险意识。
旅行社责任保险只是针对因旅
行社责任造成的损失进行赔
偿，它不能涵盖旅游者在旅游
期间发生的所有意外事故。建
议游客在出游前购买人身意外
保险，购买保险产品时要问清
理赔范围，结合自身实际情况
合理选择，注意索要发票、保单
或保险号。建议游客出行前关
注旅游航班起、降地的天气状
况，并以此为依据购买航空延
误险，这样即使天公不作美，延
误险的赔付也能弥补损失。

七要坚持文明旅游出行。
游客出游时要遵守《中国公民
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和《中
国公民文明旅游公约》等文明
行为规范，遵守公共秩序和社
会公德，自觉保护当地的自然
环境和人文古迹，尊重当地的
风俗习惯，特别是有特殊宗教
习俗国家或地区的风俗习惯，
避免因言行举止不当引发纠
纷，遵守我国及相关目的地国
家的法律和法规，做到讲文明，
知礼仪，重礼节，懂礼貌。

八要理性处理旅游纠纷。
游客在旅游途中遇到困难，可
以找旅行社领队导游、景区景
点服务人员、当地旅游质监部
门寻求解决。出境游时，可向
当地使领馆求助。遇到需要咨
询的事项或者需要投诉维权，
可以拨打“12301”旅游服务热
线。如发生冲突事件，应保持
冷静，积极沟通，理性维权，同
时注意收集、保管好相关证据
材料，一时无法解决的，待安全
返程后向所在地旅游质监部门
投诉。

7月5日，省旅游局主办的
2018河南旅游“1+N”高铁宣
传活动在郑州、上海、石家庄、
西安、武汉五大高铁站同时启
动。省旅游局局长姜继鼎、中
国铁路郑州局集团公司副总经
理陈杰，以及我省16家景区负
责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姜继鼎局长在致辞中表
示，随着我国高铁网络的构建，
郑州“米”字形高铁框架逐步完
善，河南已经全面进入高铁时
代。今后，我们要把高铁作为
宣传的主阵地，充分利用这一
平台展示河南旅游形象，推广
河南旅游产品。此次省旅游局
统筹全省旅游资源，首次在全
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高铁整
合推广工作。顶层设计采用

“1+N”模式，“1”，代表省旅游
局，“N”，代表16家重点景区。
省旅游局统筹策划，16家景区
积极跟进，计划通过高铁媒体
全方位推广，突出展示河南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丰富多彩

的旅游产品，有效传播“想家到
河南”的品牌新内涵。整个方
案体现了全省一盘棋的推广模
式，体现了文化和旅游的深度
融合，体现了河南欢迎海内外
华夏儿女常回“老家”看看的热
切期盼。

在郑州东站主会场的景区
展示区，精彩的展示内容和讲
解员的细心讲解吸引了众多观
众纷纷驻足；在互动体验区，大
家争相参与书写“家书留言
墙”，留下一封封“家书”，并纷
纷拿起手机参与“回家的车票”

“扫二维码赢奖品”等互动活
动。现场还特别设立了直播专
区，活动盛况将通过高铁站点、
手机屏幕，传递给全国乃至世
界。在上海、石家庄、西安、武
汉四大高铁站分会场，活动同
样精彩。各具特色的景区展示
赢得了旅客的一致好评，可爱
的中娃萌宠更是一举成为备受
关注的焦点，引得众多旅客与
之合影，大家还踊跃参与扫码

互动等活动，温馨欢乐的氛围
通过现场与网络浓浓地传递开
来。

启动仪式结束后，在上海、
石家庄、西安、武汉等4个分会
场参加仪式的工作人员，还分
别从当地登上4趟开往郑州的
列车，开展车厢流动推介活
动。特色表演、现场推介、有奖
问答等多种形式的乘客互动活
动，再次将2018河南旅游“1+
N”高铁宣传活动推向高潮，也
为往日平淡的旅途增添了一份
温馨与惊喜。

此次 2018河南旅游“1+
N”高铁宣传活动瞄准新时代
高铁旅游发展前景，立足河南
文化厚重和旅游资源丰富的突
出优势，精准锁定河南主要客
源市场，通过开展全方位的高
铁宣传，传承河南文化底蕴，展
示河南壮美山水，传播“中华
源·老家河南”品牌形象，为河
南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开启了新
的篇章。

为让游客有更好的
夏日温泉体验，位于鲁山
县的尧山福泉温泉近期
进行升级和创新，推出

“夏季泡冰泉，冰火两重
天”的全新清凉消暑方
式。尧山福泉为亚洲较
大的一所室内温泉乐园，
夏天在福泉泡温泉不仅
可以解决怕晒的难题，还
可以体验到极致冰爽，绝
顶清凉的感受。

记者在尧山福泉温
泉“2018夏季冰泉节”的
活动现场看到，游客泡冰
泉、搬冰块、砸冰块降温
纳凉……热闹非凡。

据悉，2018尧山福泉
夏季冰泉节从即日起持
续至9月29日。活动期
间，温泉池拔河比赛、水
球大战、网红桥、欢乐超

级大转盘等娱乐项目带
来极致清凉的超凡体验，
游客参与其中，每天冰凉
透底，众人同乐，大奖拿
不停。

尧山福泉温泉大酒
店坐落于河南省尧山大
佛风景区内，是国内规模
领先的集温泉养生、特色
餐饮、康体保健于一体的

“佛禅”主题文化养生汤
泉。尧山福泉会聚功能
各异、极富养生特色的温
泉汤池 80余种，同时拥
有温泉 SPA、大型休息
区、静音休息室、影音休
息室、棋牌室、健身中心、
乒乓吧等养生休闲项目
和风格独特、口味各异的
自助餐厅、斋餐厅、茶餐
厅、露天休闲吧等餐饮项
目。

7月 5日，郑州至越
南富国岛旅游包机顺利
首航，185位游客乘坐捷
星太平洋航空的客机，历
时4小时抵达越南第一大
岛——富国岛。富国岛
年平均气温27°C，宜人
的气候，清新的空气，私
密度极好的海滨沙滩，以
及朴素的渔民在市场上
贩卖的那些挑逗味蕾的
海鲜，都是游客在越南富
国岛可以享受到的轻松
与自在。

曾两次入选全球最
美十佳海岛，曾被 10个
国际杂志列为未被污染
的最美海滩，各大国际知
名酒店青睐的网红海岛，
英国 Roughuides 旅游
网站上榜的全球十佳蜜
月胜地，拥有 11个海水
清澈的潜水点，是全球十

大潜水度假胜地之一，和
新加坡面积相当的富国
岛赞誉数不胜数，绵延数
里的白沙滩和叹为观止
的长滩落日等多种让人
兴奋不已的游玩方式！

越南已经将富国岛
设为旅游经济特区，中国
游客持护照即可免签前
往，万豪、诺富特、珍珠酒
店 纷 纷 入 驻 ，全 球 第
1000家洲际酒店在这里
开业，优越的自然环境和
纯净的海水成为各大酒
店集团青睐的新兴旅游
目的地。

富国岛在国内旅游
市场迅速飘红，并在2017
年成为长滩之后的海岛
游“黑马”，景美人少酒店
好，未来富国岛将成为极
具竞争力的海岛旅游目
的地。

省旅游局发布2018年暑期旅游出行提示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2018河南旅游“1+N”高铁宣传活动启动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永璐

郑州直飞富国岛
旅游包机顺利首航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阮剑

尧山福泉
推出2018夏季冰泉节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魏国剑 通讯员 谷防震

随着中考、高考结束，暑期旅游旺季即将到来。为使广
大游客的旅行更顺利，体验更舒适，河南省旅游质量监督管
理所对旅游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温馨提示。

“2018夏季冰泉节”的活动现场 景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