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关于旅游“宰客”、强迫消
费的新闻不时见诸媒体，不合理低价
游、景区漫天要价、导游强买强卖等旅
游乱象成为制约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针对这些问题，海南、黑龙江、云南等旅
游资源丰富的省份纷纷重拳出击，取得
了明显成效。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如
何治理旅游市场乱象、规范旅游市场秩
序也成为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

重拳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3 月 7 日，在人大黑龙江代表团媒
体开放日上，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
省长王文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将“北国
好风光，尽在黑龙江”这句话重复了 3
遍，黑龙江改变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迫切
愿望可见一斑。

针对“天价宰客”问题，黑龙江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受好评的是黑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于 2018 年 11 月份
推出的旅游诚信基金。“来黑龙江旅游，
请大家放心。一旦发现有问题，投诉即
赔付，先赔付后查实。”王文涛代表表
示，2018年，黑龙江旅游人数达到 1.8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0.9%；旅游收入
2244亿元，同比增长17.6%。

今年春节，云南省旅游人数和收入
均创历史新高，“一部手机游云南”的慢
直播更让人们随时随地都能欣赏七彩
云南之美。

“近几年，云南省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与勇气整治旅游市场，市场秩序明显
好转。”3月7日，在人大云南代表团开放
日上，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阮成发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要义无反顾地
开展“旅游革命”，推动云南旅游业涅槃
重生。

为此，云南省出台了“史上最严”整
治措施，取消政府部门批准的旅游定点
购物场所，取缔不合理低价游，打击强
迫购物，处理了一批旅行社、购物店和
导游。统计显示，去年，全国旅游投诉平
台受理云南旅游投诉780件，同比下降
53%，投诉量排名从全国第6位下降到第
21位；接待海内外游客人次、旅游总收入
同比分别上涨20%以上。

健全旅游市场管理标准

旅游“宰客”背后存在着深层次
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旗表示，旅游“宰客”
与景区游客承载量管理、旅游安全保护、
假日旅游服务准备工作等密切相关。

以网约住宿为例，作为共享经济时
代的新兴产物，网约住宿在满足人们出
行住宿多样化、个性化需求，提高闲置
房产利用效率、拓宽就业创业渠道、增
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
用，但同时，由于网约住宿一般零散分
布于居民小区或公寓楼内，公安、消防、
工商、旅游等部门难以有效监管。

“这些问题之所以会出现，与法律
权限界定不清有关。”刘旗委员表示，目

前对于网约住宿属于旅馆业还是房屋
租赁业等一系列问题尚无明确界定，也
无相关法律可以遵循。

刘旗委员表示，要消灭旅游行业
“宰客”行为，首先应针对网约住宿这样
的“灰色地带”制定发展规划，进一步明
晰其发展定位、发展方向、总体布局、推
进计划；其次，要健全行业标准，形成合
理有效的全国适用标准，建立统一的国
家行业细分管理规范，树立行业整体良
好形象。此外，还要针对旅游行业涉及
的消防、治安、卫生、食品等作出详细规
定，解决多部门之间权责不清、交叉管
理等弊端，进一步健全管理格局。

旅游业提档升级势在必行

在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文化和旅
游厅党组书记李三旗看来，旅游业作为
美丽产业、幸福产业、未来产业，发展潜
力巨大。旅游业出现“宰客”问题，根源
是旅游行业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不

足，因而应进一步推动旅游行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优化服务结构，提高产品
质量，运用市场之手淘汰劣质产品，让
少数违法违规的旅游产品和服务无立
足之地。

“不整治，旅游市场乱象就解决不
了，遑论其他；只整治不升级，旅游业只
能在‘原地打转’，没有发展可言。我们
要努力打造云南标准，形成旅游新玩
法、新业态、新形象。”阮成发代表说，必
须一手抓整治，一手抓升级，推动旅游
业向国际化、高端化、特色化、智慧化目
标迈进。

据介绍，云南省在全国率先推出了
“游云南”APP，可提供云南旅游情况介
绍、景区实时直播、在线导游导览、特色
餐饮推荐等服务。阮成发代表表示，政
府端平台建好后，将推动游客端智慧化
服务水平再上新台阶，让游客真正在云
南“自由自在、全程无忧”。

在黑龙江，旅游业转型升级也提上
了议事日程。王文涛代表表示，与国际

著名冰雪旅游目的地相比，黑龙江省的
基础设施条件尚有短板，未来将进一步
改善交通条件、提升酒店档次、改善旅
游景区厕所服务水平、加快智慧景区建
设，为游客带来更好的旅游体验。目
前，黑龙江冰雪旅游规划正在编制中，
未来将推出更多优选冰雪产品旅游线
路，还将联合内蒙古、吉林等相邻地区
串联起冰雪旅游路线，吸引广大游客领
略冰雪之美。

李三旗委员表示，贵州省将深入推
进“厕所革命”，新建和改建700座以上
旅游厕所；进一步完善旅游交通标识系
统，开通一批旅游直通车和观光巴士，
打造一批精品自驾旅游线路；推出一批
精品客栈、特色民宿、文化主题酒店、房
车自驾车营地、帐篷酒店等，加快推进
旅游“1+5个100工程”建设，将多彩贵
州风景眼、国际天文科
普旅游带、世界名酒文
化旅游带打造成国际
知名旅游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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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参会

您最大的收获是……

在采访中，多位委员对记者表示，每年参
加全国两会都“收获满满”，今年也是如此。

王悦群委员:

用法治思维解决发展问题
“今年参会最大的收获是，我实实在在感觉到我们

确实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时代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人民主体地位。”全国政协委员、
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悦群表示，要以法治思
维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王悦群委员建议，未来要推动形成未成年人保护
的社会化合力，给未成年人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代表委员热议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要重拳治理要重拳治理，，更要提档升级更要提档升级
经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周明阳 周周 琳琳 李万祥李万祥

嘉嘉 宾宾::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黑龙江省省长黑龙江省省长 王文涛王文涛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云南省省长 阮成发阮成发

陈海佳委员：

好政策助力科技企业腾飞
全国政协委员、广州赛莱拉干细胞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海佳说:“这次参会最大的收获是将自己
履职一年的调研成果带到会上；在与大家的交流中开
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对相关政策及未来的工作重点
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陈海佳委员表示，我国科技金融生态环境越来越
好，好政策成为科技企业腾飞的助推器。“我对未来充
满信心。未来我们将心无旁骛创新创造，为健康中国
作出更大贡献。”

孙朝晖委员：

“包干制”让科研工作者更踏实
谈到今年参会的收获，全国政协委员、攀钢集团研

究院有限公司钒钛冶金研究所所长孙朝晖表示:“作为
科技界委员，我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提升科技支撑
能力的内容特别关注。特别是‘包干制’的提出，让科
研工作者能够更踏实、更安心地将全部精力投入科研
工作中，这将改变之前很多科研工作者花大量时间做
管理事务的状况。”

他还为“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 16%的税率降至
13%”由衷点赞。“这将有力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孙
朝晖委员表示。

“对我来说，今年参会最大的收获是，民营企业的
春天来了。”全国政协委员、青海花海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董事长韩文林告诉记者。

韩文林委员表示，今年国家大规模减税降费，对民
营企业支持力度不断增强。“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我
感到特别振奋。我希望自己能为推动青海经济社会发
展、推动生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化与旅游更好
融合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参会最大的收获是乡村振兴的路径更明晰
了。”全国政协委员、辽宁省盘锦市副市长潘元松说，
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
署。此后，全国各地都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了优
先位置。不过，在推进实施的过程中，仍有许多短板
有待补齐。

潘元松委员表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留住人
才、吸引人才，建议在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
上，大力推进城乡校长、老师双向流动，进一步提高农
村医疗卫生水平。

韩文林委员：

民 营 企 业 的 春 天 来 了

潘元松委员：

乡村振兴路径更加明晰

上图 3 月 10 日，全国政

协民建界别在驻地举行小组会

议，讨论政协工作。会前，全国

政协委员宁崇瑞、刘惠好、李

心、李维平（从右至左）就规范

旅游市场话题展开讨论。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

右图 3 月 10 日，人大江

苏代表团举行会议，审议外商

投资法草案。会议结束后，全

国人大代表陈鑫（中）就规范旅

游市场话题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李景录摄

“健康扶贫是精准扶贫的重要内
容，更是巩固脱贫成果的关键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疾控中心慢性非
传染病预防控制所营养与健康研究室
负责人马福昌告诉记者，近年来，青
海紧紧围绕“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少生病”的目
标，举全系统之力精准施策，健康扶
贫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因病致贫、
因病返贫人口明显减少。

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显示，截
至今年 1 月底，青海全省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由 2016 年的 41.6 万人减少到
7.7 万人，减少了 33.9 万人；同期因病
致贫、因病返贫人口由7.8万人减少到
1.4万人，减少了6.4万人。

“虽然贫困人口每年都在大幅减
少，但我们不能松劲，越往后减贫工作
难度越大。”就如何打赢脱贫攻坚战，
马福昌代表表示，目前青海主要面临
两方面难题。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贫困程度相对较深、医疗服务体系
建设亟待加强。尽管近年来中央给予
青海县、乡、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等
基层医疗机构相当大的支持，但由于
地方财政支持能力有限，加之群众就
医需求不断释放，基层医疗机构服务
能力依旧不足。二是群众健康理念有
待提升。青海省大部分地区海拔较
高、自然条件严酷、经济欠发达，同时
农牧民群众对健康问题重视程度普遍
不高，健康观念尚未深入人心，健康科
普压力较大。

为此，马福昌代表建议，一方面，
地方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大相关知识
培训力度、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水平；
另一方面，希望国家继续加大对青海
医疗卫生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在相
关政策、项目安排、资金
支持、资源提供、引导社
会力量参与医疗服务等
方面加大对青海的支持。

马福昌代表：

以健康扶贫巩固脱贫成果
本报记者 马玉宏 石 晶

“农业产业化企业与农民群众是鱼
水关系。企业要实现健康发展，很大程
度上要依赖于原材料的质量和数量；企
业实现健康发展后，可以反哺农民，促
进农民从原料种植业中获益增收。”全
国人大代表、晨光生物科技集团股份公
司董事长卢庆国告诉记者。

晨光生物是以农产品生物特殊物
质深度提取为主营业务的高科技企
业。经过 18 年不懈努力，公司多次攻
克困扰行业多年的核心技术难题，支撑
我国辣椒红色素全球市场占有率从2%
大幅提升至80%。目前，公司已成为世
界范围内植物提取物重要供货商；辣椒
红色素、辣椒油树脂、叶黄素 3 个产品
产销量世界第一；两项科研成果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2018 年，晨光生物

实现销售收入30多亿元，
出 口 创 汇 9000 多 万 美
元，实现利润1.57亿元。

卢庆国代表表示，晨

光生物一直将种植基地视为企业的“第
一车间”，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全力
提高基地建设水平，全力促进农民群众
增产增收。截至去年底，公司累计带动
河北、新疆、云南等地开展专业特色农
产品种植 180 万亩，帮助 30 万户农民
增收致富。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途径，应予以高度重视。”卢庆国代
表表示，自己关注农业产业化多年，对
此有较为深刻的了解。他将所有思考
汇总归并为 7条议案和建议，带到了今
年的全国两会上。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应当加快
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农业科
技，为农业产业化企业开放发展营造更
好的环境，尤其是要促进企业与‘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交流。”卢庆国
代表表示：“希望全社会都能重视农业
产业化，让其在为社会提供丰富生活资
料的同时，促进农民增产增收。”

卢庆国代表：

推动农业产业化服务“三农”
本报记者 宋美倩

“今年参会最大的收获是切实感受到各地各部门
对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重视。”全国政协委员、防灾科
技学院副院长刘春平表示，查清我国地震灾害风险隐
患底数是建立高效科学的自然灾害防治体系、提高全
社会自然灾害防治能力的有力保障和必然要求。但仅
就目前来看，我国地震灾害风险基础信息整合共享水
平不高，挖掘应用深度不足，集成服务效能不强，难以
满足灾害防治工作要求。

“地震灾害风险调查和隐患排查是一项系统工程，
涉及多门学科。”刘春平委员建议，尽快出台相关标准
规范，建立起统一的标准体系。

刘春平委员：

摸清“家底”提高抗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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