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旅游法》第六十二条 我方须履行如下告知义务： 

旅游者不适合参加旅游活动的情形，旅游活动中的安全注意事项以及应当注意的旅游目的地相关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宗教禁忌 

 

一、 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 

1. 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烟。 

2. 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声交谈。 

3. 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折花木和果实，不追捉、投打、乱喂动物。 

4. 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定。 

5. 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水用电，用餐不浪费。 

6. 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

宗教习俗。 

7. 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让女士；不讲粗话。 

8. 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动，拒绝黄、赌、毒。 

 

二、 游览安全注意事项 

1. 听取导游/领队有关安全的提示，以提前了解行程中的可能存在意外和安全情况。 

2. 游客请根据自身身体的健康状况有选择的参与活动，避免过度透支体力，注意适当休息。 

3. 在景区游览时要注意看脚下的路，经过危险地段时（如陡峭/狭窄/湿滑的道路），请务必谨慎慢行 

4. 参加水上游览或水上活动时，注意乘船安全，穿好救生衣；尽量不要在靠近水域的一侧行走；不要前往深水水域或

危险河道。  

5. 尽量结伴游览，如果游览过程中迷路或与队伍走散，请保持冷静，尽量在原地或有显著标志的地方等候，打电话给

导游/领队寻求帮助。带未成年人的游客，请认真履行监护责任，不能让未成年人单独行动，并注意安全。 

6. 在旅游行程中的自由活动时间，游客应当选择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活动项目，并在自己能够控制风险的范围内活动。

尽量不要去参加高风险活动，如若游客坚持参与，请自行承担风险。 

7. 旅游者务必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三、 饮食安全注意事项 

1. 一些旅行地区饮食有较突出的地域特色（偏辣，偏油腻，海鲜或烤食多等），如果游客平时饮食清淡或肠胃比较脆弱，

请尽量选择清淡饮食，以免造成因水土不服等导致肠胃不适，出现腹泻等症状，西南和东北地区需特别注意； 

2. 小摊上的食物虽然美味，但无法保证质量，请尽量在正规餐馆用餐； 

3. 不要接受陌生人的食物赠与； 

4. 旅行期间要合理饮食，请勿暴饮暴食； 

5. 可在出发前准备一些常用肠胃药以应对旅行中的身体不适，切勿随意服用他人所提供的药品。 

6. 喜爱饮酒的旅行者请适量饮酒，不要酗酒。因酗酒闹事、扰乱社会秩序、侵害他人权益以及造成自身损害的一切责

任由肇事者承担。 

7. 海鲜过敏的队员尽量不要食用海鲜，食用海鲜时最好不要饮用大量啤酒，否则会产生过多的尿酸，从而引发痛风。 

 

四、 住宿安全注意事项 

1. 严禁携带武器、易爆、易燃、剧毒以及有放射性、有刺激性、有异味的物品进入酒店内；严禁带宠物入住酒店。 

2. 游客入住酒店后，应了解酒店安全须知，熟悉酒店的安全通道 

3. 检查房间内提供的用品是否齐全完好，如有破损或缺失，及时和酒店工作人员说明。在房间内一些物品及迷你吧的

一些食品饮料是需要额外付费的，洗浴用品以及网络也并不是全都免费的，使用前请注意提示； 如有消费产生，退

房时费用请自行交给前台。西部地区住宿不比东部，景区内的住宿条件不比市内，请游客做好心理准备。 

4. 现金、有价证券或贵重物品，请存放于前台收银处或客房的保险箱中或自行妥善保管，外出时不要放在房间内。 

5. 不要将自己住宿的酒店、房号告诉陌生人；任何人进入房间请先验明身份；出入房间要锁好房门，睡觉前注意房门

稻草人安全告知书 



窗是否关好，保险锁是否锁上；贵重物品最好放于身边，不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 

6. 发生火灾时保持冷静，准确判断火情，积极实行自救并拨打火警求助。不要搭乘电梯或跳楼，逃生时可用毛巾衣服

等将口鼻捂严保护呼吸系统；火势较大时，浸湿衣物塞好门缝并泼水降温，等待救援人员到来。 

 

五、 乘车（船）安全注意事项 

1. 游客在车（船）停稳后方可上下车（船）。有秩序的排队上下车（船）；讲究文明礼貌，老人、儿童、妇女优先，切

勿拥挤，以免发生意外。请勿携带违禁物品。 

2. 在车（船）临时停靠期间，服从服务人员安排，请勿远离，休息区休息好后及时回到车上。 

3. 游客在乘车途中，请不要与司机交谈和催促司机开快车；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不要向窗外丢东西，以防意外发

生。 

4. 游客下车浏览、就餐、购物时，请关好旅游车窗，贵重物品随身携带；以免被盗。 

5. 乘车务必系好安全带，乘快船时请穿好救生衣。 

6. 乘坐当地交通时，比如上山的小车、景区的巴士、当地的班车，是稻草人旅行线路中的一部分。首先，我们会谨慎

的选择当地交通；其次，在旅行过程中，如果当天的安排是要乘坐当地交通，而领队认为当时要乘坐的交通并不安

全，领队有权利更改交通方式一切以安全为首要原则！  

 

六、 特殊活动安全注意事项 

1. 徒步、登山、探洞 

1-1 请务必穿好登山鞋/徒步鞋/合脚防滑的运动鞋；平底鞋或高跟鞋不利于行走，也存在安全隐患； 

1-2 登山或徒步可考虑带上登山杖以提高步行的稳定性，减轻腿部的负担； 

1-3 探洞路线请带好头灯或手电筒 

1-4 山上天气多变，昼夜温差大，请带好雨具和保暖衣物，雨具以雨衣为好，方便徒步行走； 

1-5 拍照时务必选择宽敞安全的地方停下来拍，不要边走边拍，同时小心不要让手持设备滑落； 

1-6 徒步、登山、探洞时注意休息，注意适时补充能量，避免过度疲劳。 

1-7 请尽量不要脱队单独行动，如需个人自行活动，在遇到危险时请及时联系导游/领队，或向景区求助。 

1-8 年老体弱者，孕妇及高血压，冠心病，心脏病患者等不宜前往高山景区，我社暂时无法接待 

1-9 雷雨时请不要再树木下避雨，避开金属材质设施（栏杆，铁索等） 

 

2. 骑车 

2-1 使用车辆前务必检查车况是否完好。车闸（刹车）是否灵敏正常； 

2-2 骑自行车时务必在非机动车道上靠右行驶，不能逆行，转弯时先减速，确保周边无车辆时在转弯。 

2-3 经过岔路口时要减速慢行，遵守交通规则 

2-4 骑车时不要做危险动作，不比赛，不载人，娱乐健康为主 

 

3. 索道 

3-1 请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眩晕恐高症以及老弱病残孕和酗酒者不要乘坐索道； 

严禁携带危险品上缆车； 

3-2 乘坐索道前请确认索道是否有“安全检验合格标志” 

3-3 乘坐索道需要排队时，请您服从工作人员的安排，耐心等候，尽量避免急躁而发生争执 

3-4 乘坐索道时要遵守秩序，严谨吸烟，不能超载，不要在缆车内行走乱动，不能将手或身体伸到车厢外； 

3-5 索道如果在运行过程中因停电、电压不稳、机械故障或打雷等原因造成紧急保护停车，请保持镇定，等待工作人员

采取措施。 

 

4. 动物相关 

4-1 在骑动物过程中如遇重度摔伤，应立即就医，切勿乱动，以免造成更大的伤害； 

4-2 在牵马一类动物时，控制牵引速度，尽量不要穿拖鞋或薄鞋，避免被踩踏伤 

4-3 中国大部分地区，人们习惯养狗来为主人看门、牧羊等，所以队员务必注意不要出于好奇私自闯入当地人家，不要

主动与猫狗玩耍。如不幸被咬伤，务必第一时间去疾病预防中心注射狂犬疫苗。   

4-4 中国大部分无人的山区或草丛都会有蛇虫的存在，队员严禁私自穿越无人行走的草丛或山路，不要打扰他们的世界



更不要危害到自己。  

 

5. 赏花 

5-1 容易花粉过敏的队员请尽量不要选择赏花路线，自备过敏药； 

5-2 赏花时尽量不要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不喷香水、不携带甜食和含糖饮料，以免招来蜜蜂； 

5-3 赏花时尽量不要去碰蜜蜂，更不要去招惹马蜂，若不慎触动了蜂巢，应就地蹲下，待蜂群活动恢复正常后再离开。 

5-4 被毒蜂蜇后，应立即拔出毒刺，然后用清水冲洗伤口并立即上医院治疗，切不可用手挤压，以免毒液扩散。 

 

6. 漂流（皮筏&竹筏） 

6-1 漂流最好穿泳衣，凉鞋/拖鞋；戴眼镜的队员最好用皮筋绑好眼镜，以免滑落； 

6-2 漂流时不可带贵重物品及现金；  

6-3 漂流前请仔细阅读景区漂流须知，听从工作人员的安排，穿好救生衣； 

6-4 气温较低的情况下漂流可穿一次性雨衣保暖；在炎热的夏季漂流不要忘记涂防晒霜； 

6-5 经过急流时不要随便乱动，坐稳抓牢，与艇身保持平衡。戏水河段打闹、戏水注意安全，不可用船桨打闹； 

6-6 漂流中翻船或被卡住，不要慌张，水一般不会过膝，站立即可；深水处一般都会有工作人员值守； 

6-7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孕妇、酒醉及十四岁以下儿童和高龄老人等不适宜参加漂流的游客，谢绝参加漂流运动； 

  

7. 温泉 

7-1 尽量不要空腹泡温泉，饭后 1 小时后泡温泉最佳 

7-2 泡温泉前不宜饮酒，温泉区严禁吸烟，严禁携带违禁品及宠物入内； 

7-3 温泉区请小心台阶，湿滑的地方小心滑倒，泡温泉前先了解温泉的种类，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合适温度的温泉池； 

7-4 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病症的队员严禁泡温泉；老人、小孩、孕妇不建议泡温泉，如有需要，请先咨询医生； 

7-5 泡温泉应从温度低的温泉池向温度高的温泉池过渡；泡温泉前将身上的首饰等取下，以免氧化变黑； 

7-6 泡温泉时保持放松，水温较高的池子浸泡时间不宜超过 15 分钟，泡好温泉后可以喝杯温盐水 

7-7 泡温泉请自备泳衣泳裤 

 

8. 海边项目 

8-1 皮肤容易过敏的队员尽量不要接触海水； 

8-2 下水前做好准备活动，以防发生抽筋； 

8-3 下水后务必在景区指定浅水区域活动，严禁前往深水区域，以防放生危险； 

8-4 如需享受海鲜美食时一定要选择干净卫生的餐馆，货比三家，多询价，多对比； 

 

9. 滑雪 

9-1 请务必做好保暖工作，租借装备一定要合身，带好滑雪眼镜； 

9-2 滑雪前必须做好压腿，屈伸等准备活动； 

9-3 在摔倒时，最安全的方式是丢掉雪杖，身体侧摔，双手抱在胸前；摔倒后松开双脚滑板，切勿直接站起。在滑雪过

程中宁愿自己摔倒也要避免出现碰撞，因为碰撞的危险性要大大高于摔倒； 

9-4 初学者先在平缓的滑道上练习避开障碍物和其他滑雪者的技术，再去较高的或有一定坡度的雪道上滑行。对于首次

接触滑雪运动的人来说，最好有专业的教练进行指导； 

9-5 如滑雪过程中受伤，请保持冷静，切勿乱动，等待医务人员来救援。 

 

10. 滑沙 

10-1  请尽量避免在夏日中午时滑沙，以免被高温沙子烫伤； 

10-2  滑沙时一定要保护好眼鼻耳口，防止细沙进入； 

10-3  滑沙时最好把身上带的贵重东西拿好，掉进沙中很难寻找； 

10-4  建议患有心脏病、高血压者，老人和小孩尽量不要参与。 

 

11. 滑草 

11-1  滑草前请仔细阅读滑草说明，在工作人员指导下穿好滑草鞋，学好如何控制方向以及刹车； 



11-2  初学者要克服对坡度和速度的恐惧,循序渐进； 

11-3  滑草车一人为宜，滑草车滑行中尽量不要用脚刹车，以免扭伤； 

 

12. 滑泥 

12-1  请准备一套准备废弃的衣物 

12-2  滑泥前请仔细阅读景区滑泥说明 

12-3  滑泥时一定要保护好眼鼻耳口，防止泥进入 

 

13. 高原 

13-1 高原反应是人到达 2700 米以上的高原环境后，身体为适应因气压低、含氧量少、空气干燥的环境产生的自然生理

反应，表现为头疼、心慌、气短、难以入睡、胸闷，一般 1-3 天会有所好转 

13-2 初上高原要避免过于兴奋，不要剧烈运动，前几天不建议洗澡，多穿衣物，避免着凉，饮食要高糖，不要饮酒。

建议出发前充分休息，把身体调整在最佳状态，也可服一些缓解高反的药物。进藏前务必注意保证身体健康，不

要带着感冒入藏。 

13-3 严禁患有心肺疾病的队员前往高原地区； 

 

七、 突发事件安全注意事项 

1. 航班或火车延误 

黄金周或旅游旺季，夏季雷雨、冬季冰雪天气等原因，极易导致航班或火车延误。如遇此情况，请及时与稻草人工

作室联系，我们将尽所能为您提供帮助； 

2. 交通事故 

当发生车辆交通事故时，应听从导游/领队及旅行社相关工作人员的安排和指挥，不要慌张；发生人员伤害时，旅游

者应尽力施救或自救，同时注意保护现场，避免损失扩大。 

3. 突发意外伤害或急性病 

旅行中如遭受意外伤害或突发急性病时，请及时向导游/领队求助，在导游/领队或旅行社工作人员协助下到相关医

院就诊，费用由本人支付并保管好相关票据，以便事后向保险公司申报理赔。 

4. 失窃、被抢 

当发生财物被盗或遭受抢劫时，请先向公安机关报案，讲明事实经过，将失窃或被抢物品列出清单，保护好现场，

保存证据资料，积极配合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并及时联系导游/领队，请求旅行社协助。 

5. 不可抗力、不可预见 

行程中因自然灾害、恶劣天气条件、政府行为、社会异常事件（如罢工、政变、骚乱、游行等）、流行性疾病暴发

等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影响旅游行程或服务标准的，旅行社不承担经济赔偿责任，但会以确保团队安全、减少损

失为原则，采取积极补救措施，请旅游者给予配合和谅解！由此增加的费用由旅游者承担，节省的费用退还旅游者。 

 

八、 医药 

1. 稻草人旅行急救包：人丹、十滴水、季德胜蛇药、息斯敏、云南白药喷雾剂、云南白药粉末、双氧水、京万红软膏、

降温贴、龙虎清凉油、体温计、消毒纱布、胶带、邦迪创可贴、酒精棉球、棉签； 

2. 稻草人旅行高原路线特殊物资：血氧仪，急救毯，电子体温计，氧气袋； 

3. 特殊药物及内服药请根据自身情况提前自备。 

 

九、 应急电话 

稻草人旅行社：021-56320950    消费者协会电话：12315 

火警电话：119   公安局报警电话：110；  急救电话：120   交通事故报警电话：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