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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7家景区被查处追踪

国家旅游局5日通报，今年下
半年以来，367家4A级及以下景区
受到处理，堪称史上最严景区“整肃
风”。“史上最严”的背后，是整治手
段和整治思路的创新。

通报显示，4A级景区成为此

次被处理的“大头”：共有 255 家
4A级景区被处理，占全国4A级景
区总量的9％；其中62家 4A级景
区被取消及降低了等级，占被处理

4A级景区的24％。
在本次全面排查前，国家旅

游局明确，对未采取整治行动的
省份，将收回其4A级景区评定管

理权限，并停止受理其5A级景区
申报。

“2014年出台《关于下放4A级
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管理工作的

通知》后，4A级旅游景区的等级评
定下放到了省一级，如果被收回对
4A景区的管理权限，省级旅游管理
部门就已经很被动，如果停止受理
本地5A级景区申报，更是掐住了一
些地方的命脉。”

整肃风“史上最严”

记者梳理了今年下半年“上榜”
的300多家景区和此前被旅游部门
警告、降级的多家景区发现，景区

“上榜”的原因集中在旅游基础及服
务设施不足、安全管理不到位、厕所
环境卫生条件不合格等。

——游客服务“形同虚设”。国
家旅游局在通报中指出，被取消4A
级资质的厦门海沧大桥旅游区，景
区多处场所已对外承包变更为餐

馆、SPA等项目，游客中心功能缺
失。

——安全存隐患。2015年，国
家旅游局对丽江古城景区等 6家
5A级景区给予严重警告，并公开通
报，给予6个月时间整改。丽江上

“黑榜”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安全漏
洞。2013年 3月丽江古城突发火

灾，烧毁民房107间。2014年4月
丽江一商铺发生火灾共致10间铺
面损毁。在2015年通报中，丽江古
城景区仍然存在安全提示不到位，
消防设施不完备等问题。

——厕所不过关。贵州铜仁市
碧江区九龙洞景区因厕所整体布局
不合理，数量不足，内部环境较差等

原因，被贵州省旅游委取消4A级资
质。同样“栽倒”在厕所上的还有
2015年被摘牌的5A级河北省秦皇
岛市山海关景区。在通报中，山海
关景区环境卫生脏乱，垃圾未清理，
卫生间湿滑脏乱，清洁工具、施工材
料随意堆放。

——名不副实。记者梳理发

现，一些主业为商场、商贸城的园区
同时还挂着“景区”牌，由于主业不聚
焦，对A级景区所需要的游客信息
中心、厕所、游览标示等方面就有点

“不走心”。此次被警告的4A景区
河北省辛集市辛集国际皮革城景区，
其官网上挂的基本上都是皮革交易
信息、市场动态、供求信息等商业运
营内容，关于旅游资讯的内容仅有一
栏，2014年以来就没有更新过。

“黑榜”景区上榜原因

专家指出，旅游部门对景区的
整治已经告别了“一阵风”，对A级
景区实行的“有进有出”动态管理模
式效果也正在展现出来，旅游管理部
门对景区的整治已经进入“深水区”。

国家旅游局正会同相关部门，酝
酿推出新修订的《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管理办法》和新国家标准，全国景区

监管进一步走向常规化和制度化。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地方

对于旅游景区等级评定的权限加
大，国家旅游局已经意识到更需加
强对A级旅游景区的审核与监督，
不能形成“灯下黑”。此次国家旅游

局明确，对未采取整治行动的省份，
将收回其4A级景区评定管理权限，
并停止受理其5A级景区申报就是
具体措施。

北京交通大学旅游系主任张辉
说，地方全力以赴争创5A级景区，

成功后便放松懈怠、忽视维护，导致
景区质量出现问题，这种“重申请、
轻维护”的发展方式不可持续。有
关部门不应局限于A级景区的评定
与退出，应将更多精力放在城市建
设方面。

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原国家旅
游局规划与资源处处长窦群指出，
还应建立回追问责制度，如果景区
长期效益不好，应对领导干部在地
方任职期间的这种“大干快上”的建
设行为进行回追倒查。

记者周蕊
（据新华社上海12月7日电）

监管不能形成“灯下黑”

一些A级景区为何成为“僵尸景区”？
调查发现，近年来，A级景区数量激增，景区等级管理不严、重申请轻管理等，

导致一些景区场所变身水疗会所、厕所卫生脏差等，甚至出现长期停业不摘牌的
“僵尸景区”。

在本次处理的367家景区中，
有255家 4A级景区被处理，占全
国4A级景区总量的9%。被撤销
的景区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记者
走访了辽宁、安徽、江西、河南等
地旅游市场。

“我们从来不知道五爱服装批
发市场是个景区，竟然还是 4A
级。”在公布被处理了13家景区的
沈阳市，土生土长的市民孟梦告诉
记者，有一次陪朋友到五爱市场逛
街，试了衣服不想买，还遭到商贩
恶言相向。

孟梦口中的五爱服装批发市
场，在2009年12月作为“五爱市场
景区”被评为4A级景区，时隔7年
被摘牌。类似“挂羊头卖狗肉”的A
级景区还有不少，往往打着旅游的
招牌，却主要运营商场、商贸城、步
行街等。

此外，一些 A 级景区甚至早
已停业，成为“僵尸景区”。此次
被摘牌的 4A 级蚌埠闸水利风景
区，部分景点长期停止对外运
营。去年底，河南被摘牌的焦作

市穆家寨景区早已关门，鹤壁市
康乐村景区也已改为驾校，不再
经营旅游业务。

近年来，A级景区数量“疯狂”
增长，仅4A级景区数量便从2001
年的187家，增长至此次摘牌前的
2800多家。以广西为例，去年一年
便新增70家A级景区，其中4A级
增加20家。

“景区评级的冲动背后，是金字
招牌带来的种种隐性利益”。长期
从事景区等级管理工作的地方旅游
局工作人员潘毅说，由地方部门背
书的景区等级，对游客消费起到很
强的引导作用。不少景区利用评级
吸引客流，甚至当作门票涨价的借
口。一些部门的专项资金也更倾向
于级别高的景区。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
教授魏翔说，自4A景区评定权下放
至省级旅游主管部门，一些地方为
提升旅游业发展规模，对景区质量
管理宽泛化，准入门槛把关不严，导
致近年来A级景区数量激增，质量
参差不齐。

据记者调查，有些地方争创A
级景区时全力以赴，拿到金字招牌
后疏于管理。

江西省旅发委有关部门负责
人介绍，此次被警告的宜春市靖安
中部梦幻生态旅游区，自2013年获
评4A级景区之后，基本没有投入
资金进行完善提升，导致标识系
统、垃圾箱等设施设备陈旧坏损，
数量不足。

潘毅说：“不少景区创建A级
时态度积极，三天两头到局里作表
态。可一旦创建成功，别说提升软

硬件配套，创建时的一些服务标准
后期都无法维持。”

专家认为，景区之所以重建设
轻管理，背后是A级景区监管长期
疲软。

按照规定，4A级及以下等级景
区复核工作，主要由省级质量等级
评定委员会组织和实施。复核分为
年度复核与五年期满的评定性复
核，年度复核采取抽查的方式，复核
比例不低于10%。中国未来研究会
旅游分会副会长刘思敏认为，针对
当前庞大的景区数量，“10%的抽检

率太低，难以形成有效监管”。
即使这种低频次的复查，往往

因地方相关监管部门“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也流于形式。业内人士透
露，等级复查前跟景区明里暗里打
招呼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正是
监管缺位，才有那么多‘僵尸景区’
迟迟未退出。”

“摘牌阻力太大。”潘毅认为，若
要动真格处理A级景区，要面对地
方、景区投资部门等多重压力。尤
其对于地方而言，处罚景区，直接影
响地方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影响力。

刘思敏分析认为，此次公布的
被查处景区数量之多、覆盖面之广、
处理之重前所未有，释放旅游业深
化改革、从严管理的决心与信号。

目前，国家旅游局正协同相关
部门，酝酿推出新修订的《旅游景
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安徽大学
旅游系副主任李经龙认为，新的管
理办法应对景区出现何种问题、加

以何种处罚等作出详细而明确的
规定，使A级景区复核监管工作更
加规范，有据可查。

魏翔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形成
由专家、游客代表、旅行社代表等参与
业评级与动态监督的队伍，参与景区
分级管理全过程，提升A级含金量。

专家认为，景区A级管理应从
“检查一阵风”到“黑名单”制度

化。只有将“能进能出”的机制常
态化，才能真正倒逼景区管理者和
地方政府摒弃侥幸心理，加快提升
产品与服务质量，实现“强身健体”
目的。刘思敏建议，在目前10%的
抽检比例上，增加暗访频次、抽检
比例，并适当考虑每年退出的量化
比例，增强红线意识。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国家旅游局日前
通报，今年下半年以来，全

国共有 367家 4A级及以下景区
分别受到取消等级、降低等级、严重
警告、警告、通报批评等处理。被查
处景区总数和 4A级景区占比数之多
史无前例。

这次史上最严景区“整肃风”是怎
么刮起来的？这次查处与以往的不
同之处在哪里？上“黑榜”景

区又“栽”在哪些地方？

金字招牌背后的隐性利益 相关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应将“能进能出”机制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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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雅加达12月7日电（郑世波）印
度尼西亚官员7日确认，当天早晨亚齐特区发
生的6.4级地震已造成97人死亡、613人受伤，
超过200栋房屋、商店、教学楼、清真寺被毁。

亚齐特区军区司令塔唐·苏莱曼在搜救现场
接受新华社电话采访时说，不断有遇难者遗体被
发现，预计死亡人数还会上升。

印尼总统佐科当天上午发表讲话，对灾区
人民表示慰问，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此次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5时3分（北京
时间6时3分），震中位于亚齐特区皮迪贾亚县
东北18公里处陆地，距离亚齐特区首府班达亚
齐约90公里，震源深度为10公里。

印尼亚齐发生6.4级地震
97人死亡 613人受伤

这是12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亚齐拍摄的
被地震损毁的建筑。 新华社/法新

巴基斯坦一客机坠毁
机上有47人，生还希望渺茫
一名中国公民遇难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12月7日电（记者刘
天 张琪）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客机7
日下午在该国北部赫韦利扬地区坠毁，机上有
47人，其中包括3名外国人。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7日证实，一名中
国公民在当天发生的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客
机空难中不幸遇难。

航空公司发言人证实，坠毁客机为一架国内
航班，机上人员包括42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当地媒体援引赫韦利扬当地一名警官的话
说，飞机坠毁在偏远山区，距离居民区有数公
里。他说，飞机坠毁后随即着火。有报道说，机
上人员生还希望渺茫。

一名警方人员对国营的巴基斯坦电视台
说，客机在西北部一个村庄坠落，村民看到飞机
着火。营救人员已经紧急赶往坠机地点。

ATR－42飞机是法国航宇公司和意大利
阿莱尼亚公司联合研制的双发涡桨式支线运输
机。ATR是法文和意大利文“区域运输机”的
略语，42是基本型客机的载客数。1980年，
法、意两公司达成协议，决定共同研制一种中小
型支线客机。

这个型号飞机曾发生坠机事故。2008年2
月 21 日，委内瑞拉圣巴巴拉航空公司的
ATR－42支线飞机在委境内坠毁，造成43名
乘客和3名机组人员共46人全部遇难。

12月7日，在巴基斯坦赫韦利扬，当地居
民聚集在失事客机附近。 新华社发

上 景区 在哪？黑榜 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