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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DB5104/T 51.11—2021《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1部分：景区》，与DB5104/T

51.11—2021相比，除结构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增加了表 A.1 一般项的评分项目“氛围营造”，调整了部分评分项目的内容和基本要求（见表

A.1 一般项）；

b) 调整了部分条款的篇章结构和表述方式。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攀枝花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攀枝花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攀枝

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胡礼梅、杨文元、邓春莉、周朝华、易文峰、黄堃、王强、张银、罗磊。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21年首次发布为DB5104/T 51.11—2021；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DB5104/T 51.11—2022

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 11部分：景区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景区的术语和定义、基本条件、通用要求、建设要求、评价

与改进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景区建设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2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2部分:旅游休闲符号

GB/T 15566.9 公共信息导向系统 设置原则与要求 第9部分：旅游景区

GB/T 15971 导游服务规范

GB/T 16868 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

GB/T 18973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26355 旅游景区服务指南

DB 5104/T 51.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基本条件

参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景区应满足DB 5104/T 51.1中第4章规定的条件。

5 通用要求

参与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的景区应满足DB 5104/T 51.1中5.3通用基本要求。

6 建设要求

6.1 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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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生产、经营、服务质量标准和规范，对产品（商品）及经营服

务等有严格的质量管理标准和检验、认证管理制度。

6.1.2 应建立完善的旅游服务、综合管理、从业培训等规章制度。

6.1.3 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应健全有效，管理机构岗位职责明确，管理体制健全，经营机制高效。

6.1.4 景区管理方对管理区域内提供的餐饮、购物服务，应承担管理职责，并有统一管理措施。

6.2 旅游设施

6.2.1 到达景区大门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景区宜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6.2.2 景区停车泊位充足，且车场管理完善，布局合理，宜配置有充电设施。

6.2.3 景区内标识标牌应符合 GB/T 10001.1、GB/T 10001.2 和 GB/T 15566.9 的规定。

6.2.4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

6.2.5 景区环境应整洁，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完好。

6.2.6 餐饮、购物场所环境卫生、秩序井然，经营者亮照经营。

6.2.7 配套设施、公共设施应充分考虑消费者或特殊消费者的需求。

6.2.8 公共厕所内各设施及卫生管理标准应符合 GB/T 18973 的规定。

6.2.9 垃圾箱应布局合理、标识明显、数量充足，垃圾分类收集，清扫及时，并有消杀措施。

6.2.10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应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6.3 服务质量

6.3.1 景区向消费者提供的宣传信息，应真实、全面。

6.3.2 景区服务人员应坚持微笑迎宾服务宗旨，为游客提供细致周到、热情规范的服务，积极为老、

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提供服务。

6.3.3 景区内员工衣装整洁、仪表端庄、着装合规、佩工牌上岗，精神面貌较好，并有设立专项培训

经费，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

6.3.4 宜提供失物招领、游客走失广播寻人等服务。

6.3.5 配备的导游员（讲解员）服务质量达到 GB/T 15971 中第 4 章和第 5 章的规定。

6.3.6 景区内交通工具的运行应遵守安全规程，缓速行驶。

6.3.7 使用景区游乐设施前应对游客进行安全教育，为游客配备相应的安全设备及防护设施，有专人

引领和指导。

6.3.8 景区内宜配备有医务人员和游客常用药品。

6.3.9 景区有预防黑导游等不良行为的提示，一旦发现，及时劝阻。

6.3.10 景区内无强卖强买、尾随兜售、拉客宰客、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等现象。

6.3.11 景区内通讯方便，线路、网络畅通。

6.3.12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体贴并尊重消费者消费习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

6.4 诚信经营

6.4.1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四川省旅游景区门票价格管理

办法》。

6.4.2 景区内所售的商品应符合 GB/T 16868 的规定，商品或服务明码标价，货价相符。

6.4.3 所有收费项目价格与信息均应在景区收费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6.4.4 应全面落实相关门票优惠政策。

6.5 旅游安全

https://www.so.com/link?m=bXG6BbdfmxC6NaAmZtIOHAvzuEv36zoZ1byBp4YHyscuIKCM3pNx6cR6I4ffP3iBi/nCzEFyZxUPC3r4dloFfH07qQh1kLOpIKsjZzKtxm9AVP13D7eBb3joEi+EHi2CbSAQteeox3Icf3SUHdPv6QLqqhFypy4EFft1D32DM7DqdvSgRYV6nTzf0FF9IjYwuo1NyfxMAIsYpHoqj73f5I0zIN1WD+RHAzkbTAtNit9/XsXMz+2ddHm1CjVJEzqiDzl6LM+ZazDSwY0glzeKB/cdzrWZqOEqi5ocFHks28Q9cwcyeMd97jFeNZ3F3C8uPZwo9ow==
https://www.so.com/link?m=bXG6BbdfmxC6NaAmZtIOHAvzuEv36zoZ1byBp4YHyscuIKCM3pNx6cR6I4ffP3iBi/nCzEFyZxUPC3r4dloFfH07qQh1kLOpIKsjZzKtxm9AVP13D7eBb3joEi+EHi2CbSAQteeox3Icf3SUHdPv6QLqqhFypy4EFft1D32DM7DqdvSgRYV6nTzf0FF9IjYwuo1NyfxMAIsYpHoqj73f5I0zIN1WD+RHAzkbTAtNit9/XsXMz+2ddHm1CjVJEzqiDzl6LM+ZazDSwY0glzeKB/cdzrWZqOEqi5ocFHks28Q9cwcyeMd97jFeNZ3F3C8uPZwo9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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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1 安全管理

6.5.1.1 应认真履行安全保卫制度。

6.5.1.2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疫情防控措施。

6.5.1.3 消防、防盗、救护、安全监控等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使用说明、安全警示，安全标志应符

合 GB 2894 的规定。

6.5.1.4 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无安全隐患。

6.5.1.5 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明确的专职人员。

6.5.1.6 景区有游乐园（场）的，应保持景区日常及高峰时期的良好游乐秩序。

6.5.2 防护设施

6.5.2.1 危险地段应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并设有安全防护栏等防护设施，高峰期有专人看守，专业疏导。

6.5.2.2 紧急出口应标志明显、畅通无阻。

6.5.2.3 特种设备管理应符合 GB/T 26355 的规定。

6.5.3 应急救援

6.5.3.1 应有足够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应急通讯设备，并保持通讯畅通。

6.5.3.2 向游客公布应急救援电话且保证畅通有效，宜与相关单位达成游客伤员运送协议。

6.5.3.3 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并有对突发事件处理、紧急救援等的演练，发现异

常情况或突发事件时，应通过各种途径，使用中外文及时向游客发布提示和引导信息。

6.5.3.4 信息化管理平台应与 110、119、120、122 等社会救援系统联动。

6.5.3.5 景区内重要部位应安装电子监控和录像，录像资料至少保存 1 个月以上。

6.6 消费者权益保护

6.6.1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价格法》的规定，履行保障消费者权益的义务。

6.6.2 应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消费者投诉，主动和解消费纠纷。

6.6.3 认真履行消费维权机制，建立健全线上或线下的各类投诉、咨询受理平台。

6.6.4 对待投诉人员要做到热情、耐心，并能冷静地倾听游客的陈述，详细做好笔录，避免和游客发

生争执，并在规定时间内处理投诉并进行反馈。

6.6.5 投诉受理机构应对投诉意见建立专门的档案资料，定期做好游客投诉意见分类统计和分析研究

工作，对于游客投诉较为集中的服务环节或当事人，应有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奖惩处理。

6.6.6 景区应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组织的活动，学习法律法规，提高维权服务质量。

7 评价与改进

7.1 自我评价

7.1.1 机制建立

景区建立定期评价及重大事项评价双向机制，应在前期开展承诺、践诺等建设工作的基础上，对照

评价要求进行自我评价，评价指标参照附录 A。

7.1.2 定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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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实行每年一次的自我评价，评价后完成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自评报告，格式见DB5104/T 51.1

的附录C。

7.1.3 重大事项评价

景区针对重大消费投诉及突发性消费维权事件（可是景区内，也可是行业内重大事件）进行评价，

通过领导小组会议，景区内部讨论学习等开展自我评价。

7.2 第三方评价

景区也可通过第三方机构进行实地评价，通过舆论监测、投诉举报分析、开展消费体验、组织评估

等方式，对照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要求的内容进行跟踪检查，为景区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活动提出

合理建议。

7.3 改进

景区通过开展自我评价或经第三方评价后，要及时针对评价中暴露的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改进

意见，制订改进时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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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景区考核评分表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景区考核评分表，见表A.1。

表A.1 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景区考核评分表

序号 内容与基本要求 审核评价情况
备

注

否决项

1
景区近两年内是否发生重大旅游安全生产责任

事故
□是 □否

2 景区近两年是否发生重大生态环境破坏事件 是 □否

3
景区近两年是否发生重大投诉事件，经核查属实

并造成不良影响
□是 □否

4

景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是否存在违反《四川省旅游景区门

票价格管理办法》和政府定价的情况，是否出现

门票中附收保险费等情况

□是 □否

5

景区内是否存在秩序不好、存在强卖强买、尾随

兜售、拉客宰客、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缺斤少

两等现象

□是 □否

一般项

序

号

评分

项目
内容与基本要求

分

值
评分标准 备注

1

管理

规范

建立完善旅游服务质量管理制度、宣传、投诉处

理、消费维权机制、档案统计、消费环节经营者

首问制度、服务售后服务机制及流程等各项经营

管理制度，有制度实施的检查记录

3

每具备一项制度加0.5分，总得分不

超过3分；没有对应检查记录的不得

分

2

建立完善安全保卫制度、安全管理制度、安全风

险预警机制、游乐园（场）安全规定和服务标准、

紧急救援机制、紧急医疗救助措施和突发事件处

理预案，有制度实施的检查记录

3

每具备一项制度加0.5分，总得分不

超过3分；没有对应检查记录的不得

分

3
建立完善从业人员安全与服务培训制度、上岗制

度、技能培训制度，有制度实施的检查记录
1.5

每具备一项制度得0.5分，总得分不

超过1.5分；没有对应检查记录的不

得分

4
管理机构岗位职责明确，管理制度完善，管理体

制健全，经营机制高效
2.5

随机抽取5个管理岗位人员询问职

责，每有1个管理岗位职责明确得0.5

分，总得分不超过2.5分

5 景区管理方对管理区域内提供的餐饮、购物服 1 有统一管理措施得1分

https://www.so.com/link?m=bXG6BbdfmxC6NaAmZtIOHAvzuEv36zoZ1byBp4YHyscuIKCM3pNx6cR6I4ffP3iBi/nCzEFyZxUPC3r4dloFfH07qQh1kLOpIKsjZzKtxm9AVP13D7eBb3joEi+EHi2CbSAQteeox3Icf3SUHdPv6QLqqhFypy4EFft1D32DM7DqdvSgRYV6nTzf0FF9IjYwuo1NyfxMAIsYpHoqj73f5I0zIN1WD+RHAzkbTAtNit9/XsXMz+2ddHm1CjVJEzqiDzl6LM+ZazDSwY0glzeKB/cdzrWZqOEqi5ocFHks28Q9cwcyeMd97jFeNZ3F3C8uPZwo9ow==
https://www.so.com/link?m=bXG6BbdfmxC6NaAmZtIOHAvzuEv36zoZ1byBp4YHyscuIKCM3pNx6cR6I4ffP3iBi/nCzEFyZxUPC3r4dloFfH07qQh1kLOpIKsjZzKtxm9AVP13D7eBb3joEi+EHi2CbSAQteeox3Icf3SUHdPv6QLqqhFypy4EFft1D32DM7DqdvSgRYV6nTzf0FF9IjYwuo1NyfxMAIsYpHoqj73f5I0zIN1WD+RHAzkbTAtNit9/XsXMz+2ddHm1CjVJEzqiDzl6LM+ZazDSwY0glzeKB/cdzrWZqOEqi5ocFHks28Q9cwcyeMd97jFeNZ3F3C8uPZwo9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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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承担管理职责，并有统一管理措施

6

发现景区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缺陷，应当立即

向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报告，及时告知消费者，

并立即采取停止销售、召回等处理措施

1 有统一处理措施得1分

7

旅游

设施

到达景区大门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 1
通往景区道路平坦、通畅得0.5分；

道路交通标线清晰、齐全得0.5分

8
拥有标志规范、醒目，布局合理、划线规范的停

车泊位，泊位充足，且车场管理完善，布局合理
2

停车场标志规范、醒目得0.5分；划

线规范、清晰得0.5分；停车泊位充

足得0.5分；停车场有专人管理得0.5

分

9

景区关键区设有路标、导览图、标示牌、景物介

绍牌、安全防范提示、介绍说明牌、环保提示牌

等标识，标识醒目、布局合理、图案直观明了，

并有中文及外文的名称标识和内容介绍

4

每具备1项标牌加0.5分，总得分不超

过3分；标牌清晰、规范得0.5分；标

牌有中文及外文的名称标识和内容

介绍得0.5分

10 应设置游客公共休息设施 1
景区内配置有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得1

分

11

环境整洁，无污水、污物，无乱建、乱堆、乱放

现象，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无剥落、无污垢，

空气清新、无异味

2.5
随机抽查5个地点，每有1个地点环境

整洁得0.5分，总得分不超过2.5分

12
餐饮、购物场所环境卫生、秩序井然，经营者证

照齐全
3

景区内经营店证照齐全得0.5分；流

动商户餐饮环境整洁卫生、服务态度

良好得0.5分；经营店桌椅，秩序摆

放得0.5分；餐饮工作人员持有健康

合格证得0.5分；餐食制作时要佩戴

专用合格的口罩和手套得0.5分；餐

饮店配备有消毒设施得0.5分

13

公共厕所布局合理、室内整洁，数量能满足需要，

标识醒目美观，建筑造型与景观环境相协调，厕

所管理完善，洁具洁净、无污垢、无堵塞

2

间距不超过800m设置有公厕得0.5

分；公厕标识醒目得0.5分，造型美

观得0.5分；公厕内整洁得0.5分

14

垃圾箱应布局合理，标识明显，数量能满足需要，

造型美观，与环境相协调。垃圾分类收集，清扫

及时

3

间距不超过100m设置有垃圾箱得0.5

分；垃圾箱标识明显得0.5分，造型

美观得0.5分；对垃圾箱内垃圾每天

不少于一次清理得1.5分

15
存放垃圾的设施设备和场地，清洁、无异味，有

防蚊、蝇、虫、鼠等措施
4

设备和场地符合要求得2分；有灭杀

措施并有灭杀记录得2分

16 环境氛围优良，环境体验感较好 2
景观与环境美化措施多样，效果好得

2分

17 服务

质量

景区在线上线下的广告或其他宣传方式中向消

费者提供的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并与实际情

况相符，不得弄虚作假或者引人误解

2
景区宣传信息真实、全面，并与实际

情况相符得2分

18 员工衣装整洁、仪表端庄、着装合规、佩工牌上 3 人员着装和形象气质符合要求的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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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精神面貌较好；景区服务人员坚持微笑迎宾

服务宗旨，为游客提供细致周到、热情规范的服

务

分

19
落实员工专项培训经费，对员工进行岗前培训，

岗前培训合格率达 100％
1

有员工专项培训经费得0.5分；对员

工进行岗前培训，岗前培训合格率达

100％得0.5分

20

售、检票人员提前到岗，做好准备工作，按照规

定准时开始售、检票，售、检票时细心、准确、

迅速，耐心解答游客询问

2 严格按照此项工作要求的得2分

21
配备导游员（讲解员），人数及语种能满足游客

需要，普通话达标率为 100%
1.5

导游员（讲解员）持证上岗得0.5分，

人数符合景区需要得0.5分，普通话

达标率100%得0.5分

22

电瓶车、游船、索道缆车等景区内交通工具的运

行应遵守安全规程，缓速行驶，发生意外时，应

有快速反应的救援服务

2
遵守安全规程得1分；每年有1次以上

救援服务演练得1分

23

使用景区游乐设施前应对游客进行安全教育，为

游客配备相应的安全设备及防护设施，有专人引

领和指导

2

履行安全告知责任得0.5分；危险项

目有安全设备及防护设施的得1分；

有专人引领和指导得0.5分

24 景区有应对黑导游等不良行为的管理措施 2 有应对措施得2分

25 景区内通讯方便，线路、网络畅通 2 游览区通讯信号畅通得2分

26

景区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是否体贴并尊重消费者

消费习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并能相应的调

整产品品类、服务项目、经营方式

2 符合相关要求的得2分

27
诚信

经营

景区所有收费项目价格与信息均应在景区收费

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公示的主要内容包括营

业时间、游乐须知、景区内的游览服务价格、优

惠对象、优惠价格以及价格投诉举报电话等，主

动接受社会监督

3

收费项目价格与信息按要求进行公

示得1分；每有1项公示内容得0.5分，

总得分不超过2分

28
景区全面落实对未成年人、军人、老年人、残疾

人、教师和劳动模范等门票优惠政策
2

景区每落实1项优惠政策得0.5分，总

得分不超过2分

29

安全

管理

认真执行公安、交通、应急管理、劳动、市场监

督（市场监管）、旅游等有关部门制定和颁布的

安全法规，履行安全保卫制度

2
履行安全保卫制度并有相关记录得2

分

30
有相应的疫情防控措施，包括人员测温、减少人

员近距离接触等
1

疫情发生时，根据不同疫情等级采取

相应疫情防控措施并有相应记录得1

分

31
消防、防盗、救护、安全监控等设施符合国家相

关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使用说明、安全警示
2

按规定在醒目位置设置使用说明、安

全警示得2分

32
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

无安全隐患
2

相关设备完好，运行正常并有检修记

录得2分

33 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有专门的管 1 有专门管理机构得0.5分，有专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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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机构和职责明确的专职人员、责任到人 理人员得0.5分

34
景区有游乐园（场）的，有安全规定和服务标准，

保持景区日常及高峰时期的良好游乐秩序
1 有安全规定和服务标准得1分

35

防护

设施

危险地段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并设有安全防护栏

等防护设施，高峰期有专人看守，专业疏导
2

有安全警示标志等防护设施得1分，

高峰期有专人看守得1分

36 紧急出口应标志明显、畅通无阻 2 标志明显得1分，畅通无阻得1分

37 景区特种设备管理应符合相关规定 1
有完善特种设备档案得0.5分，有完

善检修记录得0.5分

38

应急

救援

景区应配备足够的应急救援人员（例如：保安、

消防员等），配备应急通讯设备，向游客公布应

急救援电话且保证畅通有效

2

景区配备有不少于3名以上应急救援

人员得0.5分；向游客公布应急救援

电话得1分；随机挑选3个应急救援人

员联系号码，每拨通1个号码得0.5分

39

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有突发

事件处理预案、紧急救援和紧急医疗救助措施，

并对突发事件处理、紧急救援等演练，发现异常

情况或突发事件时，应通过电子显示屏、短信、

广播等途径，使用中外文及时向游客发布提示和

引导信息

2
有演练的相关记录（视频、照片、报

道等）得2分

40
信息化管理平台应与 110、119、120、122 等社

会救援系统联动
1 符合此项要求的得1分

41
应在景区内重要部位安装电子监控和录像，录像

资料应至少保存 1个月以上
1 符合此项要求的得1分

42

消费

者权

益保

护

严格实施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制度，依法履行消

费维权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依据"谁销售商品谁

负责，谁提供服务谁负责"的原则，及时受理和

依法处理消费者投诉，主动和解消费纠纷

1 有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制度得1分

43

认真履行消费维权机制，建立健全线上或线下的

各类投诉、咨询受理平台，覆盖率达到 100%，

设置游客意见箱、意见薄，方便消费者及时维权；

有条件的单位应当设置相关部门的维权站，经营

场所显著位置应当公示消费维权热线等政府相

关部门投诉举报电话

3

有多种投诉渠道的得1.5分，渠道单

一的得1分；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并

有效开展工作得0.5分；显著位置公

示投诉渠道的得1分

44

景区接到投诉后，应准确记录投诉人姓名、国籍、

投诉事由、联系方式、被投诉人的岗位名称或人

员编号、投诉者出具的证据和资料、投诉者要求

解决问题的具体要求

2
检查投诉记录，记录完善得2分，不

完善得1分

45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

当、必要的原则，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使用、外
2

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有相关管

理措施得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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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或出售信息

46

对待投诉人员要做到热情、耐心，并能冷静地倾

听游客的陈述，详细做好笔录，避免和游客发生

争执

1 投诉接待工作人员未收到投诉得1分

47

对于现场投诉，应迅速调查核实情况，受理投诉

事件，如能够现场解决的，应及时解决；若受理

者不能解决的，应及时上报相应的责任人处理

1
若受理者不能及时解决，在7个工作

日内将处理结果告知投诉者的得1分

48
对于事后接到的投诉材料,应尽快查清投诉的基

本事实、证据和相关责任人有无过失等情况，
1

在收到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处理

结果通知投诉者的得1分

49
发生消费争议时，主动与游客协商和解；游客投

诉宜在 7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3

游客合法合理投诉办结率达100 %得1

分；自行协商解决消费纠纷和解决率

达到80%以上得1分；消费者投诉处理

满意率达到90%以上得1分

50

投诉受理机构应对投诉意见建立专门的档案资

料，定期做好游客投诉意见分类统计和分析研究

工作，对于游客投诉较为集中的服务环节或当事

人，应有相应的整改措施和奖惩处理

1

有投诉档案资料得0.5分；对较集中

的投诉情况，有相应改进措施的得

0.5分

51
提供的商品或服务，应当依据法律法规承担修

理、退换、赔偿等责任，不得拖延和拒绝
1

通过查询相关记录，无拖延和拒绝的

情况得1分

52

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应当以显著方式提

请消费者注意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

并按消费者要求给予解释说明

1
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按消费者要

求给予解释说明得1分

53

不得利用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消

费预付卡等方式，做出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

减轻或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

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

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

1 符合要求的得1分

54
景区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组

织的活动，学习法律法规，提高维权服务质量
1 有相关学习活动记录得1分

55

氛围

营造

市场主体重视放心舒心工作，有对应的管理要求

和工作开展记录文件
3

开展相关工作并提供对应证明，得 3

分

56

市场主体制作《放心舒心消费环境建设承诺书》，

并在本单位经营场所、网站或媒体平台等醒目位

置公开展示

2 有承诺书并主动展示，得 2分

57

市场主体应在经营场所或网站显著位置规范使

用“美丽诚信攀枝花、放心舒心消费城”标记，

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 有相关标记，得 2分

58

现场氛围浓郁，放心舒心宣传内容与场所整体风

格协调一致 3

现场考察综合打分，氛围一般得1分，

氛围较好的 2分，氛围与风格一致得

3 分

加分项

序 评分 内容与基本要求 分 评分标准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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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不适用项不得分，总分作相应调整。此资料性附录分值可根据有关部门要求进行调整。

号 项目 值

1

加分

项

鼓励景区使用清洁能源的交通工具 1
景区内使用绿色能源交通工具的加1

分

2 停车场配置有充电设施 1
停车场配置有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

设施加1分

3

配套设施、公共设施应当充分考虑特殊消费者的

需求，给予人性化关怀，并做到定期检查维护，

确保使用卫生、运行安全

1
有残障人士辅助设施得0.5分；有设

施设备检查、维护记录得0.5分

4
景区厕所设立儿童厕位、专供残障人士使用的无

障碍厕所，便于给婴幼儿更换尿布的操作台
1

每设立1项儿童厕位、残障人士厕位、

婴幼儿辅助设施的加0.5分，最高得1

分

5 应急救援中与相关单位达成游客伤员运送协议 1 有运送协议加1分

6
景区游客中心提供充电宝、雨伞、轮椅等服务设

备
2

每提供一项充电宝、雨伞、轮椅等服

务设备加1分，最高得2分

7
景区设立母婴室，方便游客进行母乳喂哺及婴幼

儿护理
1 设立有母婴室加1分

8 提供失物招领、游客走失广播寻人等服务 1
有失物招领服务加0.5分，有广播寻

人服务加0.5分

9 景区内配备有医务人员和游客常用药品 1
配备有医务人员加0.5分，备有常用

药品加0.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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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3　各项经营管理制度应健全有效，管理机构岗位职责明确，管理体制健全，经营机制高效。
	6.1.4　景区管理方对管理区域内提供的餐饮、购物服务，应承担管理职责，并有统一管理措施。

	6.2　旅游设施
	6.2.1　到达景区大门交通设施完善，进出便捷，景区宜使用清洁能源交通工具。
	6.2.2　景区停车泊位充足，且车场管理完善，布局合理，宜配置有充电设施。
	6.2.3　景区内标识标牌应符合GB/T 10001.1、GB/T 10001.2和GB/T 15566.9的规
	6.2.4　游客公共休息设施应布局合理，数量充足。
	6.2.5　景区环境应整洁，建筑物及各种设施设备完好。
	6.2.6　餐饮、购物场所环境卫生、秩序井然，经营者亮照经营。
	6.2.7　配套设施、公共设施应充分考虑消费者或特殊消费者的需求。
	6.2.8　公共厕所内各设施及卫生管理标准应符合GB/T 18973的规定。
	6.2.9　垃圾箱应布局合理、标识明显、数量充足，垃圾分类收集，清扫及时，并有消杀措施。
	6.2.10　区内各项设施设备应不造成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不破坏旅游资源和游览气氛。

	6.3　服务质量
	6.3.1　景区向消费者提供的宣传信息，应真实、全面。
	6.3.2　景区服务人员应坚持微笑迎宾服务宗旨，为游客提供细致周到、热情规范的服务，积极为老、幼、病、残、孕等特
	6.3.3　景区内员工衣装整洁、仪表端庄、着装合规、佩工牌上岗，精神面貌较好，并有设立专项培训经费，对员工进行岗
	6.3.4　宜提供失物招领、游客走失广播寻人等服务。
	6.3.5　配备的导游员（讲解员）服务质量达到GB/T 15971中第4章和第5章的规定。
	6.3.6　景区内交通工具的运行应遵守安全规程，缓速行驶。
	6.3.7　使用景区游乐设施前应对游客进行安全教育，为游客配备相应的安全设备及防护设施，有专人引领和指导。
	6.3.8　景区内宜配备有医务人员和游客常用药品。
	6.3.9　景区有预防黑导游等不良行为的提示，一旦发现，及时劝阻。
	6.3.10　景区内无强卖强买、尾随兜售、拉客宰客、价格欺诈、以次充好、缺斤少两等现象。
	6.3.11　景区内通讯方便，线路、网络畅通。
	6.3.12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体贴并尊重消费者消费习惯、民族风俗、宗教信仰。

	6.4　诚信经营
	6.4.1　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
	6.4.2　景区内所售的商品应符合GB/T 16868的规定，商品或服务明码标价，货价相符。
	6.4.3　所有收费项目价格与信息均应在景区收费场所显著位置进行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6.4.4　应全面落实相关门票优惠政策。

	6.5　旅游安全
	6.5.1　安全管理
	6.5.1.1　应认真履行安全保卫制度。
	6.5.1.2　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疫情防控措施。
	6.5.1.3　消防、防盗、救护、安全监控等设施应在醒目位置设置使用说明、安全警示，安全标志应符合GB 2894的规
	6.5.1.4　交通、机电、游览、娱乐等设备完好，运行正常，无安全隐患。
	6.5.1.5　认真履行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应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职责明确的专职人员。
	6.5.1.6　景区有游乐园（场）的，应保持景区日常及高峰时期的良好游乐秩序。

	6.5.2　防护设施
	6.5.2.1　危险地段应设立明显警示标志并设有安全防护栏等防护设施，高峰期有专人看守，专业疏导。
	6.5.2.2　紧急出口应标志明显、畅通无阻。
	6.5.2.3　特种设备管理应符合GB/T 26355的规定。

	6.5.3　应急救援
	6.5.3.1　应有足够应急救援人员，配备应急通讯设备，并保持通讯畅通。
	6.5.3.2　向游客公布应急救援电话且保证畅通有效，宜与相关单位达成游客伤员运送协议。
	6.5.3.3　应急处理能力强，事故处理及时、妥当，并有对突发事件处理、紧急救援等的演练，发现异常情况或突发事件时，
	6.5.3.4　信息化管理平台应与110、119、120、122等社会救援系统联动。
	6.5.3.5　景区内重要部位应安装电子监控和录像，录像资料至少保存1个月以上。


	6.6　消费者权益保护
	6.6.1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规定，
	6.6.2　应及时受理和依法处理消费者投诉，主动和解消费纠纷。
	6.6.3　认真履行消费维权机制，建立健全线上或线下的各类投诉、咨询受理平台。
	6.6.4　对待投诉人员要做到热情、耐心，并能冷静地倾听游客的陈述，详细做好笔录，避免和游客发生争执，并在规定时
	6.6.5　投诉受理机构应对投诉意见建立专门的档案资料，定期做好游客投诉意见分类统计和分析研究工作，对于游客投诉
	6.6.6　景区应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组织的活动，学习法律法规，提高维权服务质量。


	7　评价与改进
	7.1　自我评价
	7.1.1　机制建立
	7.1.2　定期评价
	7.1.3　重大事项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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