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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送团奖励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第一条 为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

区，以更广的空间开拓市场，以更深的层次挖掘市场，大力引进

旅游包机、专列，激励各旅游企业创新方式方法，积极主动“引

客入卫”，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

见》（国办发〔2018〕15 号）、《自治区党委 人民政府关于全域

旅游示范区建设的意见》（宁党办〔2017〕36号）及相关政策规

定，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需奖励资金由中卫市财政和中卫市

各景区按比例统筹，市财政统筹 50%，各景区自愿筹集 50%。

第三条 奖励对象为通过旅游包机（非固定航线）、切位包

机、专列、大巴车队、自驾车队、环线产品等向中卫输送游客的

全国旅行社。

第四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卫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具体

组织实施，按月进行审核统计汇总。

第五条 旅游包机奖励。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乘坐非固定航

线的航班往返中卫沙坡头机场，团队单批游客 120人以上，游览

3个景区且在中卫住宿 2晚即可申报奖励。奖励标准为：对组织

游览沙坡头景区和政策范围内的 3A 级旅游景区的旅行社给予

1.5 万元基础奖励，另外每增加游览一个 4A 级旅游景区再增加

0.5万元奖励。

第六条 旅游专列奖励。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乘坐的专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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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火车站进站或出站，至少游览 3个旅游景区且在中卫住宿 1

晚即可申报奖励。根据游客数量对组织游览沙坡头景区和政策范

围内的 3A级旅游景区的旅行社给予 3.5-4.5万元基础奖励，另外

每增加游览一个 4A级旅游景区，再增加 0.5 万元奖励。基础奖

励标准为：400-499人，奖励 3.5万元，500-599人，奖励 4万元，

600人及以上，奖励 4.5 万元。专列团队在中卫停留时间不得少

于 24小时。

第七条 自驾车队奖励。旅行社组织的自驾车团队来卫，游

览沙坡头景区及其他 2个景区且在中卫住宿一晚，根据一次性输

送自驾车队车辆数对送团旅行社给予 1000-5000元奖励。奖励标

准为：10-19辆奖励 1000元，20-29辆奖励 2000元，30-39辆奖

励 3000 元，40-49 辆奖励 4000 元，50 辆及以上奖励 5000 元。

每辆车购全票人数不少于 2人。

第八条 大巴车队奖励。旅行社组织旅游大巴车团队来卫，

游览沙坡头景区及其他 1个景区且在中卫住宿一晚，根据旅行社

一次性组织输送游客人数对送团旅行社给予 1000-5000元奖励。

奖励标准为：100-199人奖励 1000元，200-299人奖励 2000元，

300-399人，奖励 3000元，400-499人奖励 4000元，500人及以

上奖励 5000元。

第九条 切位包机奖励。旅行社组织飞往中卫沙坡头机场的

航班切位旅游团队，游览沙坡头景区及其他 2个景区且在中卫住

宿 2晚，根据旅行社一次性组织的游客人数，对送团旅行社给予

1000-10000元奖励。奖励标准为：10-19人，奖励 1000元，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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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奖励 2000元，30-39人奖励 3000元，40-49人奖励 4000元，

50-59人奖励 5000元，以此类推，100人及以上奖励 1万元，以

实际购票人数计算人次。

第十条 旅行社组织旅游团队观看《沙坡头盛典》演艺剧目，

对一次性组织超过 10人的团队，按照每人次 20元予以奖励，需

按次申报，不能按月累计申报。

第十一条 环线产品奖。旅行社通过西北大小环线产品组织

游客来卫，单批环线游客 20 人以上，全年累计输送游客 500人

以上，游览沙坡头景区及其他 2个景区且在中卫住宿一晚，按照

每人次 60元给予奖励。此项奖励最高限额 140万元，奖励完为止。

第十二条 最佳送团社奖。按照景区消费和年度送团人次

（不含专列、包机）综合排名，对前 6名进行奖励。一等奖 1名，

奖励 10 万元；二等奖 2名，各奖励 5万元；三等奖 3名，各奖

励 2万元。

第十三条 游览时间。申报送团奖励的团队游览 5A级旅游

景区时间不得少于 3.5小时，游览 4A级旅游景区时间不得少于

2小时，游览其他景区时间不得少于 1.5小时。

第十四条 奖励申报审核流程

旅行社需提前一周向中卫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和相关

景区报备，每月月底前报送当月输送团队申报资料，经中卫市旅

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和各景区审核后，年底按本实施细则进行奖

励，申报奖励时必须以本旅行社为单位，不能联合其他旅行社申

报。需提供以下证明和材料：



- 4 -

（一）申请奖励的旅行社应提供团队电子行程单，团队确认

单，导游通知单（电子派团单），团队人员名单，景区发票、结

算单（含门票和二消），租车协议，中卫市酒店住宿发票，流水

单等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查验后退回）以及团队游览照片。

（二）《________旅行社送团申报表》。

（三）《________旅行社送团汇总表》，按月分项目进行汇总。

（四）申请旅游包机、旅游专列及切位包机的旅行社还需提

供交通票据。专列需提供旅行社铁路大票、调令。包机、切位包

机需提供旅行社与航空公司签订的包机协议、付款凭证、切位包

机游客登机牌等证明材料。申请自驾车队奖励的旅行社还需提供

自驾车车牌号码、过路费报销凭证或团队与车辆在高速公路出口

和景区的照片（需标注拍照日期）；申报环线产品奖的旅行社还

需提供团队来卫交通证明以及游客在西北环线相关景区的合影。

以上材料必须是原件和复印件，原件查验无误后可退回。

（五）未按规定时间报备或申报奖励的旅行社取消申报资格。

第十五条 旅行社有以下行为的，一经查实，不得给予奖励：

（一）未按照本细则和景区相关规定游览。

（二）违反《旅游法》《旅行社条例》《宁夏旅游条例》等法

律法规，扰乱旅游市场秩序。

（三）出现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四）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等从业人员存在违法失信行为。

（五）涉及使用“黑车”“黑导”，诱导游客到周边高额回佣

景区游览，强制游客进店消费，对中卫旅游造成恶劣影响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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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当年所有奖励，三年内不得申报本奖励。

（六）申报材料和数据弄虚作假，有违反经营行为。

（七）发生重大旅游投诉案件、重大服务质量问题、社会影

响恶劣事件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八）凡接团价格明显低于成本价的团队，一经查实，当年

奖补资金一律不予兑付，三年内不得申报本奖励。

第十六条 旅行社输送团队游览的旅游景区包括沙坡头旅

游景区、腾格里金沙岛旅游度假区、寺口子风景旅游区、高庙景

区、腾格里金沙海景区、中宁华宝枸杞健康体验馆、中宁玺赞枸

杞庄园、海原天都山、沙坡头盛典大型旅游演艺剧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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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表内所有内容均为必填项，未盖章或者未填写相关信息的，一律不接收。

________旅行社送团申报表

送团时间 月 日 送团方式

送团人数 客源市场

经办人 联系方式

游

览

景

区

沙坡头旅游景区

时间 （写清游览日期，出入景区时间） 人数 景

区（盖章）

审核人签字 （需景区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签字）

腾格里

金沙岛

时间（写清游览日期 ，出入景区时间） 人数 景

区（盖章）

审核人签字 （需景区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签字）

寺口旅游区

时间 （写清游览日期，出入景区时间） 人数 景

区（盖章）

审核人签字 （需景区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签字）

高庙/金沙海/华宝

等

时间 （写清游览日期，出入景区时间） 人数 景

区（盖章）

审核人签字 （需景区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签字）

沙坡头盛典

时间 （写清游览日期，出入景区时间） 人数 景

区（盖章）

审核人签字 （需景区主要负责人及业务人员签字）

承诺书

我单位郑重承诺上述填报信息及上报申报材料全部属

实，如有虚假，自愿放弃奖励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经办人签字

审核意见

经审核，共游览中卫____个景区，合计____人次，同意

支付基础奖励____万元，合计奖励____万元。

经办人

中卫市旅游和文化体育广电局（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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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旅行社送团汇总表

旅行社（盖章）

时间
送团

方式

客源

市场

人数

合计
基础

奖励

增加

奖励

合计

奖励沙坡头
腾格里

金沙岛

寺口

子
高庙 华宝等

腾格里金

沙海

沙坡头盛

典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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