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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开学季，天津各大高校又迎来一批全新面孔，为校园
增添了一道秀丽风景

初秋赏津城最美大学
本报记者 张檬

时间总是在不知不觉间流逝。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九月开学季，天津各大高校迎来一批
全新面孔，八方学子也步入了全新校园开始精彩的大学生活。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在最正确的时间，览尽天津特色美景，领略天津不同时间绽放的美妙。大学，具有厚重的历
史，又有秀丽的风景，的确是不容错过的旅游目的地。秋高气爽之时，就来这些津城最美的
大学一起探访吧！

南开大学：
真诚淳朴练达心境
南开大学，创建于 1919 年，创办人
是著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作为中
国最顶尖的著名学府之一，去南开校园
走一走，
你会感受到南开的真诚和淳朴。
南大作为天津的高校，一直是津城
人民的骄傲。有着一百多年校史的南
开大学，自内而外散发着历史的气息，
闹中取静，别有一番风味。新开湖是南

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内的一个人工湖，湖
水清澈，风景优美。南边隔着大中路的
是造型别致的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大
楼。东面是南开大学最早的湖——马
蹄湖，也是天津市几个主要的赏荷景点
之一。
老校区地址：
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新校区地址：
津南区海河教育园区

天津大学：每一处风景都有历史

天津大学，简称天大，
其前身为北洋

大学，
始建于 1895 年 10 月 2 日，
是中国第
一所现代大学，
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
河，
也是中国著名的建筑老八校之一。其
文化气息浓郁，
建筑风格极具特色。
天津大学有着一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整个大学里的建筑有着被时间浸泡的美，
那是时光留下的痕迹。天津大学与南开

大学相邻，
每一处的风景都有其历史。天
大新校区图书馆里的日新书斋，
典藏了许
多古籍，
图书馆的设计十分新颖。校园内
遍植西府海棠，
每年四五月份，
海棠盛开，
天津大学还会举办海棠季的活动。
老校区地址：
南开区卫津路 92 号
北洋园校区地址：
津南区海河教育园

天津外国语大学是一所以外国语言
文学学科为优势学科，集文学、经济学、
管理学、法学、教育学、艺术学、工学等多
学科协调发展的高等学校，是全国最早
独立设置的八所外语院校之一。学校现
有马场道和滨海两个校区。马场道校区
地处市中心，校内建筑多为西欧古典风
格，
是天津十景的标志性建筑群之一，
也

常出现在很多影视剧中。滨海校区坐落
在滨海新区大港高教生态园区内，湖光
映翠，
景色秀丽。
天津外国语学院里的建筑都极具异
国风情，
到此游览一番，
颇有环游世界的
味道。
老校区地址：
河西区马场道 117 号
新校区地址：
滨海新区学府路 60 号

天津美术学院：
艺术气息成独特风景

天津美术学院 1906 年由中国近代
著名教育家傅增湘先生创办，是我国最

早的公立高等学府之一，至今已有一百
余年办学历史，是中国独立设置、最具影
响的八所美术学院之一。
天津美术学院从来不缺艺术气
息，学生们背着画板，迎着清风，走在
去往画室的路上，成为 美术学院独特

天津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发布旅游预
付卡、
旅游套餐产品、
出境游保证金风险提示

购买
“预售”
旅游产品须理性
本报记者 张檬 通讯员 王鹏
对消费者来
说，
“ 预售”商业服
务模式已不再陌
生。一些商家为提
前吸纳资金，推出
一些“预售卡”，持
卡人可在消费时享
受更多折扣。
近 年 来 ，这 个 模 式 也 被 旅 游 业 借
鉴，一般表现为旅游预付卡、旅游套餐
产品等模式，这种模式 表面看游客可
从中获得优惠，但这种 预售方式存在
着较大风险，全国多地 均出现过旅游
企业售卖预付卡、旅游套餐产品后，因
资金链断裂拒绝履行合同甚至人去楼
空的现象。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等 9 部委开展
联合整治预付卡违规经营专项行动。国
家旅游局也积极采取行动，发文禁止旅
行社一次性收取两条及两条以上旅游线
路（即两个及以上包价旅游合同）的旅游
费用，天津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近年
来已多次发布提示，请广大消费者警惕
预售类旅游产品的风险。

“预售类”
旅游产品风险高
目前关于预售类旅游产品主要存在
以下几种风险：最严重的风险就是企业
资金链断裂后消费者无法追偿，除此之
外还包括终止消费退卡难、商家承诺兑
现难、服务质量保障难、消费维权举证难
等。为此，天津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所
再次提醒广大游客，不能只顾追求高折
扣率而盲目购买旅游预付卡或旅游套餐
产品，对于个别大力宣传此类产品的旅
游企业必须提高警惕，避免出现预付旅
游费打水漂的情况。

“出境游保证金”
应三方托管
2015 年 12 月国家旅游局专门下发
了《国家旅游局关于规范出境游保证金
有关事宜的通知》，
要求地方旅游部门对
于“出境游保证金”加予规范，天津市旅
游质量监督管理所近年来涉及保证金安
全的提示二十余篇，
均提示“出境游保证
金”一定要银行托管形式，签订由旅行

诚信促进会开展暑期经营自查活动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环游世界异国风情

的风景。 不仅如此，天津美术学院美
术馆是按照现代化多功能规划建设的
美术馆，也是国内高等美术院校校属
美术馆中建筑规模、设施名列前茅的
美术馆。
地址：
天津市河北区天纬路 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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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天津市旅行社诚信建设促进
会在天津市旅游执法大队的指导帮助
下，对本市旅游企业进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旅游自查活动。重点排查旅游接待中
的安全问题，检查旅游企业诚信经营的
执行情况，以及游客接待过程中的服务
质量。通过这次检查，发现天津旅游企
业经营越来越规范化，我市旅游企业对
促进会的工作非常认可。
很多旅行社在经营过程中，不仅守
法诚信经营，还体现出了旅游企业的社
会责任。天津景鹏国旅在九寨沟地震

中，第一时间成立紧急处置小组，不计
较经营成本，对滞留震区的游客积极救
助，游客深受感动。乐游国旅开展“盛
世阳光，为老服务”活动，为不能旅游的
老年人送温暖，让老年人感受到旅游企
业的关怀。方正国旅利用旅游优势，在
境内外积极宣传天津，协助政府招商引
资。天津假期国旅开展爱心旅游活动，
为盲人母女提供定制的旅游服务，还义
务照料孤老人的生活起居。北中国旅将
宣传“文明旅游”为己任，开展文明旅游
进社区活动，广泛宣传文明旅游。招商

社、旅游者、银行参与的“出境游保证金”
三方托管协议，明确各方权利义务，明确
资金冻结的期限，资金解冻的条件、流
程，以及划扣保证金的条件、期限、文本
格式、账户信息等主要事项，切勿将“出
境游保证金”
转入个人账号。

购买旅游产品切勿贪图便宜
其实，
无论是售卖旅游预付卡、旅游
套餐产品还是收取出境游保证金，这类
存在风险的旅游产品都有一个显著的特
征，
就是价格明显低于市场平均值，而游
客选择这类产品其实多少还是抱着“图
便宜”
的心理，
天津市旅游质量监督管理
所提示广大市民游客，应清楚“一分价钱
一分货”的道理，旅游企业不是慈善机
构，
不会干亏本的买卖，
对于价格明显低
于成本的旅游产品要提高警惕，避免上
当。广大市民游客如发现旅行社存在售
卖旅游预付卡、旅游套餐
产品或者以现金形式收
取保证金的行为，可通过
88908890 进行举报。

国旅为救助一名因自身原因造成意外伤
害的游客，出资 10 万多元，为其在境外
紧急救治，并从泰国接回国内治疗。在
检查过程中，大亚国旅、嘉信国旅、百事
通国旅等旅行社门市部，证照齐全并悬
挂在明显的位置，旅游合同使用规范。
此次活动是天津市旅游执法部门与协会
组织共同规范旅游市场的第一次尝试，
警戒了不法经营的旅游企业，弘扬了正
能量，在全运会期间对更好的展示天津
起到了积极作用。天津市旅行社诚信建
设促进会将积极推进旅游诚信经营建
设，促进天津旅游经营环境朝着积极向
善、风清气正的方向发展。

天津市旅行社诚信建设促进会公布参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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