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吉—郑州直航
每周四班，周一、三、五、日各一班
机型为空客320;航班号为3U8317/8318
时刻为：郑州/延吉09:55/12:35 延吉/郑州13:25/16:05

网址：www.jlta.gov.cn 电话：0431-12301

新浪官方微博：@吉林省旅游局

微信公共账号：悠游吉林

吉林省旅游局发布

多彩吉林多彩吉林 邀您畅游邀您畅游

D1：河南/长春
乘 飞 机 飞 往 长 春 机

场。晚餐后入住酒店。
D2：长春市游
抵达长春后，参观游

览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
这是在清朝末代皇帝爱新
觉罗·溥仪充当伪满洲国
傀儡皇帝时的宫殿遗址上
建立起来的一座宫廷遗址
型博物馆。参观新中国电
影 摇 篮 — 长 春 电 影 制 片
厂。晚餐后入住酒店。

D3：长春/万达度假区
早餐后，乘车出发赴

万达度假区，午餐后办理
入住手续，然后体验亚洲
最大、设施完备的万达滑
雪场，还可乘坐缆车登上
山顶，远眺长白山。

D4：万达/长白山北景区
（车程约2小时）

早餐后，乘车游览长

白山北景区。乘倒站车，
前往海拔 2691 米的长白
山，登北景区主峰——天
文峰，游览长白山天池。
观看落差高达 68 米的长
白瀑布、幽深绿谷——绿
渊潭以及雪山飞狐拍摄基
地——小天池。晚餐后入
住二道白河镇。

D5：二道白河/延吉
（车程约5.5小时）

早餐后，赴“魔界”观
赏雾凇、雪景。游览结束
后乘车前往红旗村，可以
品尝朝鲜族美食，领略正
宗的朝鲜族风情。

D6：延吉/河南
集合赴机场乘飞机返

回长春。

长春、万达、长白山、延吉双飞 6日游

长春文化国际旅行社
电话：0431—88989740
网址：www.ccwh.net.cn

驯鹰驯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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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游客满意度省辖市得分表

冬日恋歌
如画美景看过来

地理占优势，历史赐机缘。兰新高
铁乌鲁木齐—哈密段的开通意味着哈
密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哈密旅游
市场的暖冬与新春即将到来。每天乌
鲁木齐—哈密发四趟动车，对开四趟，
从上午 12时到晚上 9时，全程在 3小时
30分钟之内。

哈 密 魔 鬼 城 景 区 是 国 家 4A 级 景
区，面积约 3200 平方公里，是迄今为止
世界上规模最大、地质形态发育最成
熟、最具观赏价值，且曾经有古驿站的
雅丹地貌群落，堪称大自然的神功杰
作。在这里出土的美女干尸，曾经震惊
了考古界。据考证，这是三千年前的欧
罗巴人种，属白种人。国家古脊椎动物
研究所在这里发掘出大量古生物化石，
其中翼龙蛋化石数量居全世界首位。

哈密王府是国家 4A 级景区，始建
于 1750年，是清代的地方藩王哈密回王
的宫殿；集汉、满、蒙和维吾尔建筑风格

于一体,是著名的新疆古代宫廷建筑。
它既有汉式雕梁画栋、亭台楼阁的特
色，又有伊斯兰穹隆形拱顶以及蒙古式
盔顶的特征，是中华各民族文化“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有力见证。

巴 里 坤 古 城 景 区 是 国 家 4A 级 景
区。古城是新疆汉文化保存最完整、离
草原、雪山最近的城市，是新疆三大草
原之一。绿草、雪峰、湖水、羊群、毡房、
炊烟，构成了一幅壮美的立体画卷。沿
东天山南北麓，大大小小的古游牧部落
遗址多达 40 多处。巴里坤兰州湾子古
遗址是青铜器时代大月氏的王庭所在
地，东黑沟遗址为汉代北匈奴的王庭所
在地，聚落、祭台、墓葬、战场、岩画、陶
坑、冶炼遗址,这些都告诉我们:这里曾
经有过休养生息、有过战争掳掠、有过
古代文明，这里传递着来自久远、来自
荒莽的生生不息的华夏脉搏。

伊吾胡杨林是国家 4A 级景区，占

地 47.6万亩，是祖国西北边境线上第一
大胡杨林。“活着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
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是胡杨千年
沧桑、万年品质的真实写照。

最近旅游资源普查发现：哈密东天
山大峡谷、东黑沟遗址、红石峪、南湖沙
漠、其格鲁草原、乌拉台岩画群、大海道
雅丹地貌等资源品位高、规模大，是新
的潜力巨大的自驾车旅游线路。

（阙爱民 刘春香）

高铁赐机遇
哈密冬游热

责任编辑 刘春香 编辑 张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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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 续 深 入 开 展 游 客
满意度调查，在全省建立以
游客满意度测评为基础的
评价和激励机制，提高各级
各地政府对旅游公共服务
的 重 视 程 度 ，积 极 查 遗 补
缺，完善提升，努力塑造良
好的城市旅游形象。

2.着力改善食、住、购、
娱等旅游要素保障类服务。

3.加快智慧旅游景区/
企业、智慧城市建设，扩大
有线无线网络覆盖面，完善
旅游解说和咨询服务，重视
影响旅游的重要信息发布，
加强区域整体形象宣传营
销，全面提升城市旅游信息
化、智慧化水平。积极发展
手机智能旅游服务，逐步实
现智能化支撑的“一部手机
走天下”。

4.完 善 旅 游 公 共 安 全
应急救援服务体系，加强重
点景区医疗卫生保障，配备
专业医疗和救援队伍。

5.完 善 旅 游 公 共 交 通
设施和服务，强化自驾游服
务和公共交通换乘服务，为
自助游提供更多便利。完
善高铁站、火车站、飞机场、
高速公路服务区、高速列车
的旅游服务功能。加强高
铁站与城市、景区的交通衔
接。

6.完 善 旅 游 市 场 公 共
管理，加强旅游市场诚信体
系 建 设 ，畅 通 旅 游 投 诉 渠
道。加强旅游市场综合执
法，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交通便捷、减免票最让游客满意
网络覆盖、食住购娱等亟须加强

河南省 2014年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游客满意度调查结果出炉，焦作洛阳商丘名列前三——

随着旅游的大众化、规模化发展，
为公众提供舒适、安全的旅游公共服
务成为旅游行业向纵深发展的必要环
节，已经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
2014 年下半年，为全面掌握游客对全
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游客满意度情
况，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与会展学
院游客满意度调查课题组（以下简称

“课题组”），通过公开招标中标，受河
南省旅游局委托，对 18 个省辖市进行
了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游客满意度调
查。

该课题组近几年已经连续三次承担
了全省 4A级以上旅游景区游客满意度
抽样调查，积累了较丰富的调研经验。

旅游公共服务体系包括以政府为导
向和以市场为导向的两个系统。政府主
导系统包括旅游公共信息服务、旅游交
通便捷服务、旅游安全保障服务、旅游便
民惠民服务、旅游市场公共管理服务等；
市场导向系统包括旅游娱乐、购物、住
宿、餐饮等旅游要素保障类服务。

课题组组织相关专家对旅游公共服
务游客满意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展开研
究，确定了由 6项大指标、26项分指标、
13个重点观测项组成的指标体系，并以
此为基础设计了现场调查问卷。因团队
游遇到的公共服务体系问题较少，因此
以自助游客、省外游客调查为主。

本次调查选取了“十一”黄金周后
的两个双休日进行。调查地点涵盖全
省 18个省辖市的 52处景区景点（原则
要求每个省辖市必须同时调查市区景
点和市区外景点）及景区景点附近的
10 多家宾馆和温泉酒店，以及部分省
辖市的 16 处公共集散地（包括高速服
务 区 、高 铁 站 、飞 机 场 、游 客 服 务 中
心）。调查共完成问卷 10844 份，其中
有效问卷 10138 份，问卷有效率达到
93.5%。目前，调查报告已经通过专家
评审，为我省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的全
面改善和提升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和重
要决策参考依据。

从各省辖市分析看，总得分靠前的
市，一般都是非常重视旅游业发展的地
方，而且其大多数指标在全省的排序也
靠前，如焦作和洛阳，所有指标全部排
在前 4位；但总排名靠前的市也有个别
指标排序靠后，如商丘的总排名第三，
主要得益于公共免费景点以及食、住、
购、娱得分高，但“交通道路设施是否完
善”仅排名第十六，“交通指示标识”排
名第十四，应是商丘重点关注和改进的
方面。总排序靠后的省辖市，其大多数
指标也靠后，如新乡和信阳位居末位，
其所有指标都位居 13 位以后，可见需
要加强的方面比较多。新乡和信阳的
被调查景区旅游景观都不错，吸引力
强，得分低可能与游客期望高、但交通
等配套设施和服务不足导致不满有关。

大多数省辖市都是既有满意度较高
的指标，也有偏低的亟待改进和提升的指
标。如，郑州市总排名第九，但“旅游网络
信息”及其重点观测项“网络查询、预订服
务”分别排在全省第四和第二位，“旅游公
共标识与解说系统建设”和“安全预警提
示、安全宣传、安全信息发布等是否及时、
有效”两指标排名第三，而“交通便捷程
度”、“城市内部交通”两项仅排第十六，这
应该与城市内部交通不畅有很大关系；开
封总排名第四，但“旅游交通便捷服务”仅
排全省第十三名；济源的“旅游市场公共
管理”位居全省第二；安阳的“旅游要素保
障类服务”相对较差，但南阳和驻马店在
这方面相对较好；濮阳的“旅游交通便捷
服务”、“旅游便民惠民服务”得到了游客
较高评价，抬升了总分。

重视旅游公共服务
提升城市旅游形象

2014年全省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得
分为 77.14分。得分说明，目前全省的旅
游公共服务受到了游客的认可，满意度
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仍有进一步改善和
提升的空间。从 18个省辖市排序看，排
名靠后的地方未必是旅游资源贫乏、旅
游吸引力弱，或者说旅游吸引力大的地
方未必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高。旅游资

源吸引力和经济实力的大小都不能决定
旅游公共服务满意度的高低。旅游公共
服务满意度是多重因素叠加影响的结
果，完善和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是一个复
杂的系统工程，它既依赖于城市一般性
公共服务的完善和品质提升，也需要在
城市公共服务建设中有针对性地嵌入和
完善旅游服务功能。

全省及 18个省辖市满意度结果
满意度整体较高 仍有提升空间

全省单项满意度结果
便民惠民服务得分高 食住购娱得分低

（1）全省旅游公共服务体系的六大指
标中，旅游便民惠民服务得分最高（78.72
分），其次是旅游安全保障服务、旅游交通
便捷服务、旅游公共信息服务和旅游市场
公共管理服务，得分最低的是旅游要素保
障类服务（75.34分）。旅游市场公共管理
服务、旅游要素保障类服务亟待加强。

（2）全省 26项分指标中，排在前五位
的是旅游网络信息服务、交通便捷程度、交
通道路设施、交通指示标识和旅游地治安，
排在后五位的是餐饮、医疗卫生保障、住
宿、娱乐和购物。

（3）从各项指标、分指标得分发现，
食、住、购、娱等旅游要素仍是旅游业发
展的短板，旅游要素保障类服务亟待改
善，满意度急需提升；旅游投诉和纠纷处

理、旅游市场秩序维护需要进一步加强；
旅游重要信息发布、公共交通换乘、区域
整体形象宣传营销等得分偏低，需要改
善；旅游安全保障服务满意度较高，但其
分指标中的应急与救援服务、旅游医疗
卫生保障得分低，急需改善；一般性公共
服务设施得分也不高，说明游客希望商
店、银行、邮政等一般性社会服务设施更
加完善和便利，为此，应增加景区周边的
金融、购物等服务网点的数量。

（4）全省 13 个重点观测项中，排在
前五位的是特殊人群减免票政策执行、
旅游指示标识、环卫设施、城市外部交
通、城市内部交通。但无障碍设施、旅游
电话咨询得分偏低，旅游解说、有线和无
线网络覆盖得分最低，应重点加强改善。

从游客的不同性别看，男性满意度
高于女性，说明女性对服务领域的要求
更细、更高。36-59岁的中年游客可能因
见多识广，满意度最低，而未成年游客满
意度最高。从不同学历看，硕士及以上
学历的游客满意度得分最低。从不同出
游方式看，自驾游的游客更能享受到旅

游中的自由便利和快乐，满意度高。但
非自驾的一般散客满意度较低。从游客
的不同来源地看，本省游客所占比例为
76.17%，外省游客所占比例为 23.08%，境
外游客所占比例为 0.75%。其中省内游
客满意度低于省外游客，但境外游客满
意度最低。

全省不同类型游客的满意度结果
自驾群体满意度高 高学历者满意度低

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旅 游 与 会 展 学 院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现代服务业协同创新中心 课题组

各省辖市指标分析

各市都有强弱项 公共服务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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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因素

及得分
省辖市

及总排序

焦作 1

洛阳 2

商丘 3

开封 4

济源 5

安阳 6

濮阳 7

许昌 8

郑州 9

鹤壁 10

南阳 11

漯河 12

周口 13

驻马店 14

平顶山 15

三门峡 16

信阳 17

新乡 18

旅游公

共信息

服务

83.33

80.87

78.88

78.49

77.63

79.27

77.31

78.08

78.51

75.83

77.56

75.01

77.41

75.60

75.81

72.71

72.22

72.19

旅游安

全保障

服务

84.05

80.96

78.53

79.98

78.42

78.96

78.93

77.68

78.58

78.90

76.80

77.78

78.17

75.96

77.14

74.83

74.36

74.35

旅游交

通便捷

服务

83.98

81.78

78.99

77.52

80.58

79.38

81.56

77.76

78.00

79.37

77.99

77.80

77.97

75.28

75.99

75.39

75.51

70.43

旅游便

民惠民

服务

84.50

81.76

79.55

79.93

78.84

79.93

79.61

78.88

79.68

79.21

77.30

77.10

77.30

76.00

75.74

76.17

72.31

73.28

旅游市场

公共管理

服务

84.51

79.53

79.23

77.14

80.43

78.82

75.48

77.25

76.13

78.01

76.55

77.02

73.90

76.04

75.64

74.25

70.46

72.14

旅游要

素保障

类服务

82.08

79.36

80.16

77.74

74.56

73.94

74.75

76.65

74.93

74.23

76.81

74.27

72.21

75.56

73.46

67.70

68.08

68.86

总得分

83.74

80.71

79.22

78.47

78.41

78.38

77.94

77.72

77.64

77.59

77.17

76.50

76.16

75.74

75.63

73.51

72.16

71.88

献给男人的治病良方 免费申领
为普及科学防治知识，健康书籍《男性健康之道》，面向

本市无条件免费发放。该书揭示了男性疾病根源，器官的病
变、衰老真相。该书还详细列举了各种常见前列腺疾病及防
治新方法，目前已有数十万患者朋友，通过阅读此书获得了
自己想要的答案。

本次赠阅活动纯属关爱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如发现
工作人员在赠书过程中收取任何费用，请拨打 400-857-1188
举报，查实有奖。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领书电话：400-857-1188

2014年，夏邑检察院积极探索预防宣传警示教育新路
径，以点带面开展宣传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

做好基础预防警示教育。在院办公区建设警示教育
基地，分为警示篇、预防篇等七部分，把警示教育和预防文
化感染融为一体。投入使用当天，县四大班子领导带领全
县各单位一把手，进行了首次参观学习。

做好民生预防警示教育。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空巢老
人等弱势群体易受不法分子侵害这一社会现实问题，在会
亭镇检察室设立了乡村预防犯罪警示教育基地，精选了危
害农村留守儿童等典型案例，组织各乡镇工作人员、教职
工和群众参观，积极营造有利于保护、关爱弱势群体的良
好社会氛围。为确保国家惠民政策落到实处，到各乡镇开
展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传，座谈、走访干部和群众，畅通群
众反映意见渠道，普及预防知识。

做好时政预防警示教育。为村“两委”换届选举工作
的顺利进行，深入到镇、村、社区宣讲有关法律知识，开展
专题预防宣传、预防咨询和警示教育活动。为确保征兵工
作做到阳光透明、依法廉洁，军检联手开展廉洁征兵宣传
教育活动，向征兵体检医务人员和各乡镇工作人员进行了
预防警示宣传教育讲座，增强征接兵人员抵制不正之风的
自觉性。 （孔平）

2014年，夏邑检察院以服务“三农”工作为主线，开展
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讲 40 余次，接受听讲的乡镇和村委
干部 2000 多人，把相关涉农职务犯罪法规展板在乡镇主
要街道摆放，观看群众 10000多人次。

一是增强预防宣传的针对性。该院把乡镇基层站所
等重点岗位人员和村两委班子作为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
传主要对象。宣教内容着重针对支农惠农资金的管理发
放和农村土地开发征用补偿款管理进行宣传。通过加强
反面典型的警示宣传，促进了涉农热点岗位人员廉洁意识
提高。二是多方征求意见，丰富宣传形式。通过上门走
访、设立咨询点等形式，听取乡镇人大代表和农民群众的
意见建议；探索开展了和干部职工群众面对面座谈交流、
电话申诉等宣传形式，加强了交流互动性；在县党校每期
农村党员干部学习班，设立涉农职务犯罪相关法规教育培
训课目。三是积极探索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传长效机
制。为了让预防涉农职务犯罪宣传不雨过地皮湿，达到应
有的宣传效果，该院每半年在全县各乡镇巡回宣传一次，
在每个乡镇设置一个民意征集箱，掌握民情线索，确立阶
段宣传工作重点。从而使农民群众对涉农预防宣传工作
看得见，摸得着，有信息不出乡即可反馈，使预防宣传工作
效果更加长效。 （孔平）

积极开展涉农预防警示教育 全方位开展预防宣传教育

主办方：陕西今正药业有限公司ISBN:978-7-5152-0267-9

有四大原因造成冬季是心脑血管的头号杀手：第一，冬
季血管脆弱，极易破裂；第二，血管因寒冷会收缩，造成血管
阻力增加，心脏负荷增加，增加脑溢血和心肌梗塞发作的机
会；第三，寒冷的时候，活动力减少，包括脑、心肌、内脏血液
灌流因而减少；第四，冬季因排汗减少，水分摄取不足血液
黏稠度增加，血栓容易形成，增加脑梗塞和心肌梗塞发作的
机会。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全面医疗保障体系，其中尤以预
防为主。对于心脑血管而言，复方丹参片具有很好的抗凝
作用，不但可以增加血管的韧性和柔顺度，而且可以促进
心、脑血流量，提高供氧和能量，而且价格便宜，及早服用，
提前预防，可大大降低重大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作为第一品牌的白云山复方丹参片是拥有防治老年
痴呆专利（专利号：ZL200310112427.2）的药物，主要中药材
来源于 GAP 基地。目前，白云山复方丹参片年产量 80 亿
片，市场占有率高。在服务上，白云山和黄中药斥资 8000
万元，与当地药店联手，在全国推出 6600 家“永不过期”的
药店，凡购买白云山中药，过期均可以旧换新 , 让每一个消
费者感受到白云山和黄中药“永不过期的关爱”。买白云
山复方丹参片可自动加入神农俱乐部，免费享受“个人健
康服务”基本服务。

心脑血管病，冬季健康头号杀手

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联系方式

游客在巴里坤滑雪场留下开心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