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我市开展“利剑行动”专项整治旅游市场秩序

规范导游执业 严厉打击强迫消费
本报讯 日前， 记者

从南阳市旅游和外事侨务
局召开的会议上获悉，今
年春节期间将开展全市旅
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利
剑行动-1”， 规范导游执
业， 严厉打击强迫消费等
突出违法行为。

在旅游目的地，重点在
旅游景区、 旅游集散地、热
点旅游线路沿途以及公共
交通枢纽检查带团导游。在
旅游客源地，重点在机场检
查出境团队带团领队。

根据 《导游管理办
法》， 重点检查带团导游
（领队）的导游证、导游身
份标识； 接受旅行社委派
的相关材料； 导游是否开

启“全国导游之家”APP 执
业； 提供领队服务的人员
是否具备领队条件； 团队
行程是否与行程单相符；
购物和另行付费项目是否
有明确补充协议等； 必要
时, 可向游客就团队服务
质量问题进行询问； 向游
客发放旅游投诉指南类材
料等。

对检查中发现的“黑
导”,要坚决予以处罚,列入
黑名单 ,以行业禁入 ,并协
调公安机关立案查处；对
违法情节严重、 涉嫌犯罪
的,要加大“行转刑”力度 ,
予以严厉惩治。

严肃查处导游违法案
件的涉事旅行社。在查处违

法导游(领队)的同时,要坚
决依法追究委派旅行社的
责任。重点检查涉事旅行社
是否与导游(领队)订立了劳
动合同；是否为导游(领队)
等员工缴纳社会保险；是否
要求导游(领队)垫付团款或
者向其收取费用；是否向临
时聘用的导游(领队)支付导
游服务费用；是否安排具备
领队条件的人员提供领队
服务；是否存在组织“不合
理低价游”问题；委托其他
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
是否经过游客书面同意等。
对委派未取得导游证的人
员提供导游服务或安排不
具备领队条件的人员提供
领队服务的旅行社,要依法

予以严惩。
严惩“黑店”。 对于查

获的强迫消费案件所涉及
的购物店等购物场所，不
能仅要求其赔偿或退货，
要通过正式程序移交工商
部门,依据新修订的《反不
正当竞争法》,按照“商业
贿赂”予以查处。

严查“黑社”“黑车”。
对检查中发现的未取得旅
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的社会
组织或个人非法组织接待
团队游客的行为,要坚决依
法予以重罚,并追缴违法所
得； 对无相应运营资质的
车辆通过正式程序移交交
通部门, 依法予以查扣,确
保游客交通安全。 （马俊）

南阳武侯祠、南阳府衙春节期间惠民活动升级

正月初一至正月初六门票半价
本报讯 （记者 王勇

通讯员 牛 宏 成）2 月 13
日， 记者从南阳市博物馆
获悉，为弘扬传统文化，营
造祥和的传统节日气氛，
丰富广大群众的节日文化

生活，南阳卧龙岗武侯祠、
南阳府衙 2018 年春节期
间惠民活动升级， 将原计
划正月初一（2 月 16 日）
门票半价改为从正月初一
至初六（2 月 16 日至 21

日）门票半价，另有多项民
俗文化活动举行。

正月初一上午， 卧龙
岗武侯祠门口将举办舞龙
舞狮表演； 正月初一将全
天在石马场举办变脸、杂

技等民俗表演活动； 春节
期间继续举办仿汉乐舞表
演，免费开放八卦阵、哈哈
镜等观众参与体验项目；
正月十五至十六上午，举
办三国谜语竞猜活动。

车驾管业务春节期间仍可办理
每天 9 时至 12 时、13 时至 17 时提供服务

本报讯 （记者 周聪
特约记者 朱付新） 日前，
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
获悉，为方便广大群众，春
节期间， 每天 9 时至 12
时、13 时至 17 时，市公安
局交管支队将继续提供车
驾管业务办理服务。

春节期间， 流动车管
所将在卧龙桥北头梅溪交
警大队门口开展便民服
务， 可办理机动车临时号

牌核发、 核发免检车辆检
验合格标志、 补换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 机动车所
有人信息变更、 小型汽车
驾驶证补换证、申请降级、
驾驶人信息变更以及交通
违法信息查询等业务。 独
山业务大厅和白河业务大
厅可办理机动车临时号牌
核发、 机动车所有人信息
变更、 小型汽车驾驶证补
换证、申请降级、驾驶人信

息变更以及交通违法信息
查询等业务。

春节期间，城区 6家机
动车登记服务站可办理机动
车临时号牌核发和互联网面
签业务。2月 15日，6家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全部值班；2
月 16日、17日，机电公司机
动车登记服务站（信臣路铁
路桥西 500米路北） 和长江
路机动车登记服务站（长江
路东段路南比亚迪 4S店院

内） 值班；2月 18日、19日，
嘉华福尔机动车登记服务站
（卧龙路和雪枫路交叉口西
200米路北） 和北京路机动
车登记服务站（北京路和麒
麟路交叉口西南角） 值班；2
月 20日、21日，天杰机动车
登记服务站（信臣路和仲景
路交叉口东南角） 和万通别
克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信臣
路和仲景路交叉口北 500米
路东）值班。

春节期间

小雨凑热闹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2 月 13 日， 记者

从市气象局获悉， 预计我市春节期间冷空气
活动频繁，有小雨天气，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均
值。 提醒市民做好保暖工作，走亲访友时需注
意恶劣天气下的交通安全。

具体天气预报如下：2 月 14 日（腊月二十
九）：多云，东北风 2 至 3 级，1 至 14℃；2 月 15
日（腊月三十）：阴天，部分地区有零星小雨，东
北风 2 至 3 级，1 至 9℃；2 月 16 日（正月初
一）：多云，偏南风 2 级左右，1 至 11℃；2 月 17
日（正月初二）：阴天转小雨，东北风 2 至 3 级，
2 至 9℃；2 月 18 日（正月初三）：阴天，有小到
中雨，东北风 2 至 3级，1至 8℃；2月 19 日（正
月初四）：小雨转多云，东北风 2 级左右，1 至
10℃；2月 20日至 21日（正月初五至初六）：阴
天间多云，西北风 2至 3级，0 至 10℃。

内乡县衙

春节活动多
本报讯（记者 陈书洁 通讯员 苗叶茜）

2018 年春节，内乡县衙以“古衙享年味 邀您
度新春” 为主题策划了丰富多彩的迎新春系
列活动，以精美传统民俗盛宴喜迎四方游客。

正月初一， 内乡县衙推出门票 30 元优
惠政策，并举行“知县拜年”活动；春节期间
另有“知县审案”“品茶听戏”演艺节目和大
量民俗互动项目推出；县衙文化广场和县衙
历史文化街春节期间将举行大型灯展、猜灯
谜活动。 霓虹初上，县衙文化广场和历史文
化街区璀璨的光亮工程将是另一种现代版

“清明上河图”，内乡县衙欢迎广大游客前来
辞旧岁、赏花灯、尝小吃、游古衙、品民俗。

超市春节咋营业

记者帮打探
本报讯（记者 王勇）春节期间，中心城区

大型超市营业时间有没有调整， 本报记者为
你来打探。

万德隆： 各连锁门店腊月三十至正月初
四放假 5 天。金玛特：百货上午 9 时营业至下
午自然闭店，超市上午 8 时 30 分营业至下午
自然闭店。大统百货：上午 9 时营业至下午自
然闭店。金玛特宜居广场：百货上午 9 时营业
至下午自然闭店，超市上午 8 时 30 分营业至
下午自然闭店。禄康源百货：腊月三十 8 时营
业至 19 时闭店， 正月初一 9 时营业至 19 时
闭店，正月初二正常营业至 20 时闭店，正月
初三起恢复正常营业。 红都百货：腊月三十 9
时营业至 17 时 30 分闭店， 正月初一至初二
10 时营业至自然闭店，正月初三至初六 9 时
30 分营业至自然闭店，正月初七恢复正常营
业。 新田 360 广场南阳摩根店：腊月三十 10
时营业至 17 时闭店， 正月初一至初二 10 时
30 分营业至 20 时闭店， 正月初三至初六 10
时营业至 21 时 30 分闭店。

2018 行游神州不见不散 K 歌大赛月赛成功举行

欢乐嗨歌 唱出南阳好声音
本报讯 2 月 10 日，

由南都晨报社旅游工作室、
南阳旅游网、南阳市益惠康
商贸有限公司、南阳音乐俱
乐部、河南春秋国旅联合主
办的“2018 行游神州不见
不散 K 歌大赛”1月份月赛

成功举办。 朱斌斌、贺鹏等
获得亚军和季军。

行游神州旅游年卡会
员、 不见不散会员以及全
市热爱音乐、喜欢歌唱、勇
于展示自我的广大市民、
网民、微友，均可在微信公

众平台内搜索“南阳旅游
网（ly13949371301）”关注
官方微信公众平台， 或通
过微信推广内容和报纸宣
传内容中的二维码扫描并
关注， 也可直接到不见不
散 KTV 师院店、 南航店、

南都晨报社旅游工作室报
名参加该活动。

本次活动采用月赛、
复赛、决赛晋级赛模式，每
月选出冠军 1 名、 亚军 2
名、季军 3 名，潜力奖、新
人奖、参与奖若干。 （马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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