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权责事项 实施部门 实施依据 备注

1

依法承担经营国内和入境旅游业务旅行社设立审批，对旅行
社分社、服务网点进行备案，对旅行社经营事项变更进行备
案及事中事后监管责任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二十八条
《关于委托行使旅行社审批职能的通知》（粤旅管〔2009〕
126号）

2

依法承担旅游市场检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服务
质量、服务旅游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的责任，负责牵头
组织对旅游市场秩序的整治工作，主动配合参与打击涉及旅
游行业的“黑车”、“黑店”等非法经营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3

依法查处未取得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国内旅游
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
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徕
、咨询以外的旅行社业务经营活动；旅行社转让、出租、出
借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

4

依法查处旅行社未按照规定为出境或者入境团队旅游安排领
队或者导游全程陪同的、安排未取得导游证的人员提供导游
服务或者安排不具备领队条件的人员提供领队服务的、未向
临时聘用的导游支付导游服务费用的、要求导游垫付或者向
导游收取费用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九十六条

5

依法查处旅行社进行虚假宣传，误导旅游者的、向不合格的
供应商订购产品和服务的、未按照规定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
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九十七条

6

依法查处旅行社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
者，并通过安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不正
当利益的；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未经双方协商一致或
者旅游者要求，指定具体购物场所，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
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三十五条、第九十八条

7

依法查处旅行社在旅游行程中擅自变更旅游行程安排，严重
损害旅游者权益的；拒绝履行合同的；未征得旅游者书面同
意，委托其他旅行社履行包价旅游合同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一百条

8
依法查处旅行社安排旅游者参观或者参与违反我国法律、法
规和社会公德的项目或者活动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一百零一条



9

依法查处未取得导游证或者不具备领队条件而从事导游、领
队活动；导游人员未经旅行社委派，私自承揽或者以其他任
何方式直接承揽导游业务进行导游活动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2013年主席令第三号公布、
2016年主席令第五十七号修改）第一百零二条

10

依法查处组团社或者旅游团队领队未要求境外接待社不得组
织旅游者参与涉及色情、赌博、毒品内容的活动或者危险性
活动，旅游团队领队与境外接待社、导游及为旅游者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其他经营者串通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向
境外接待社、导游和其他为旅游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索要回扣、提成或者收受其财物等行为

市旅游局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2002年国务院令第354

号） 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

11

依法查处导游人员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或者与经营者串通
欺骗、胁迫旅游者消费，向旅游者兜售物品或者购买旅游者
的物品，擅自增加或者减少旅游项目、擅自变更接待计划、
擅自中止导游等活动

市旅游局
《导游人员管理条例》（1999年国务院令第263号）第二十
三条

12

依法查处旅行社违反《旅行社条例》，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
合同的或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未经旅游者同意在
旅游合同约定之外提供其他有偿服务，欺骗、胁迫旅游者购
物或者参加需要另行付费的游览项目等行为

市旅游局
《旅行社条例》(2009年国务院令第550号公布、2016年国务
院令第666号修改)第五十五条、 第六十条、第六十一条、第
六十二条

13
依法查处未经批准擅自经营或者以商务、考察、培训等方式
变相经营出国旅游业务的行为

市旅游局
《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2002年国务院令第354

号）第二十六条

14

负责指导实施旅游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和等级标准，指
导重点旅游产品、旅游区和旅游线路的开发建设，组织、协
调和指导旅游景区等级评定等

市旅游局
《印发汕头市旅游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汕府办〔2010〕44号）

15

负责旅游整体形象宣传、旅游市场促销和重大推广活动，负
责培育和完善旅游市场，监测旅游经济运行，负责旅游标准
化管理，负责旅游投诉调解等

市旅游局
《汕头经济特区旅游业条例》（2005年修订）第七条
《印发汕头市旅游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
通知》（汕府办〔2010〕44号）

16 依法对旅馆业进行治安监督检查 市公安局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2011年修改）第十四条
《广东省旅馆业治安管理规定》（2006年粤府令第108号）
第三条

17

依法严厉打击在旅游景区、旅游交通站点等侵害旅游者权益
的违法犯罪团伙，及时查处强迫消费、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
行为等

市公安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2012年修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18

依法查处旅游经营者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
、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产地等作引
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广告经营者在明知或者应知的情况下，
代理、设计、制作、发布虚假旅游广告；旅行社向旅游者提
供的旅游服务信息含有虚假内容或者作虚假宣传等行为

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年）第三条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办法》
（2014年修改）第八条第一款
《旅行社条例》（2009年国务院令第550号）第五十三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19

依法查处未取得相应的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经营国内旅游
业务、入境旅游业务、出境旅游业务的；分社的经营范围超
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的；旅行社服务网点从事招
徕、咨询以外的活动等行为

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旅行社条例》（2009年国务院第550号）第三条 第四十六
条
《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
改） 第四条
《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６４号） 第八条、 第九条

20
依法查处旅游景区经营者、企业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无照经
营等违法行为

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广东省查处无照经营行为条例》（2014年修改）
《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2012

年修订)

《广东省市场监管条例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公告第６４号） 第八条、 第九条

21
依法查处旅游景区个体工商户未在经营场所的醒目位置悬挂
营业执照的行为

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
局令第63号修订）第二十五条

22
依法负责道路、水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经营活动的监督检
查，依法查处客运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

市交通运输
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2016年国务院令第666

号修订）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令2016年
第82号）
《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666号修订）

23
依法负责对交通运输部门在管养公路沿线范围内依法设置的
景区、景点指示牌被遮挡的投诉处理等

市交通运输
局

《广东省公路条例》（2012年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公告第85号修正）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24

依法承担在旅游景区、主题公园、游乐园等非演出场所举办
涉港澳和在歌舞娱乐场所进行的涉外营业性演出审批及事中
事后监管责任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9年文化部令第47

号）第二十四条
《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四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2009年
粤府令第142号）

25

依法承担娱乐场所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擅自
从事娱乐场所经营活动，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
游戏游艺设备或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目录未报所在地县
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娱乐场所为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
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娱乐场所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
日常检查或技术监管措施等行为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娱乐场所管理条例》（2006年国务院令第458号,2016年国
务院令第666号修订） 第三条、第四十一条
《娱乐场所管理办法》（2013年文化部令第55号）第二十一
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五条
《汕头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2005年）第二十七条

26

依法承担营业性演出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演出举办单位或
者其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在募捐义
演中获取经济利益，举办营业性涉外或者涉港澳台演出，隐
瞒近2年内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规定的记录，提交虚
假书面声明的等行为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2005年国务院令第528号，2016

年国务院令第666号修订）第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
款
《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09年文化部令第47

号）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七条

27
依法承担指导文化市场管理工作，负责对旅游演出、娱乐场
所文化经营活动等方面的投诉处理和案件查处等。

市文化广电
新闻出版局

《汕头市文化市场管理条例》（2005年）第五条第二款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28
依法查处旅游景区经营者、企业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
法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广东省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2012

年修订)

29

依法对旅游场所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实施安
全监察，对涉及特种设备安全的投诉举报及违法违规行为进
行调查处理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30

依法查处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运营使用单位未
设置特种设备安全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的特种设备安全管
理人员；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每日投入使用前，未进行
试运行和例行安全检查，未对安全附件和安全保护装置进行
检查确认；未将电梯、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的安全使用
说明、安全注意事项和警示标志置于易于为乘客注意的显著
位置等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2014年）第八十七条



31

依法查处未经许可，擅自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重
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及其安全附件、安全保护装置的制造、安装、改造以及压力
管道元件的制造活动；擅自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电梯、起
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场（厂）内专用机动车
辆的维修或者日常维护保养等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2009年国务院令第549号修
订）第七十五条、第七十七条

32

依法查处大型游乐设施制造、安装单位未对设计进行安全评
价，提出安全风险防控措施，未对设计中首次使用的新技术
进行安全性能验证，未明确整机、主要受力部件的设计使用
期限，未在大型游乐设施明显部位装设符合有关安全技术规
范要求的铭牌的，使用维护说明书等出厂文件内容不符合《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要求，对因设计、制造、安装
原因，存在质量安全问题隐患，未按照《大型游乐设施安全
监察规定》要求进行排查处理，大型游乐设施改造单位违反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未进行设计文件鉴定、型式
试验等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2013年质检总局令第154

号）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33

依法查处大型游乐设施运营使用单位擅自使用未经监督检验
合格的大型游乐设施，设备运营期间，无安全管理人员在
岗，配备的持证操作人员未能满足安全运营要求，未及时更
换超过设计使用期限要求的主要受力部件，租借场地开展大
型游乐设施经营，未与场地提供单位签订安全管理协议，落
实安全管理制度，未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使用维护说明书等
要求进行重大修理，未按评估单位的建议完成更新、改造并
经检验合格继续使用已超过使用年限的大型游乐设施等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大型游乐设施安全监察规定》（2013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令第154号）第四十条

34

依法查处大型游乐设施的制造单位未明确整机或者重要部件
的使用年限，附使用维护保养说明，并在使用年限届满九十
日前书面告知使用管理人；使用管理人约请制造单位对使用
年限即将届满的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安全评估，制造单位未及
时按照安全技术规范和标准组织评估并作出评估结论；受委
托对大型游乐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单位或者机构出具虚假评
估结论等行为

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

《广东省特种设备安全条例》（2015年修订）第十六条、第
二十九条第二款、第五十三条



35

依法负责旅游市场价格行为监管，依法查处旅游行业经营者
不执行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违反规定变相提高或者压低
价格、不按规定明码标价、欺诈宰客、低价倾销，经营者相
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
益等行为

市发展和改
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第十四条、第三十九
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36

依法制定利用公共资源建设的景区门票价格及景区内交通运
输服务价格，依法制定机场、车站、码头、旅游景点、口岸
配套停车场，公交枢纽站及地铁换乘站停车场，路内人工停
车场和咪表自动停车设施，政府全额或者参与投资建设室内
专业停车场，公共（益）性单位配套停车场等机动车停放保
管收费标准

市发展和改
革局

《广东省定价目录（2015年版）》（粤府办〔2015〕42号）

37

依法受理游客对价格违法行为的投诉举报，充分发挥“12358”

价格举报系统的作用，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整顿规范
旅游市场价格秩序

市发展和改
革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7年）第三十八条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38

发挥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的职能作用，协调有关成员单位，针对旅游纪念品市场
侵权假冒问题，加大市场监管力度，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

市知识产权
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管的通知》（国办
发〔2016〕5号）
《关于成立汕头市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
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汕府办函〔2012〕7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