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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双随机”跨部门抽查结果公示

（2021年7月）
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30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内蒙古朵日纳旅行社有限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东方纽蓝地第 1 幢 1 层 1 号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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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根据登记的地址无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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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9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内蒙古行知研学旅行社有限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锦和苑 7 号 7112 底商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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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未开展业务，经营现场档案混乱，已要求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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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7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达拉特旗星光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老干部活动中心底商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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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旅游合同签订不规范，租车合同档案中无驾驶员驾驶资质的证明

文件，予以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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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8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准格尔旗正宇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地址
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薛家湾镇银钻商业中心 9 号楼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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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合同签订不规范，予以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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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30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内蒙古视界国际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分公司

检查地址
伊旗阿镇万力商贸城二楼 204 室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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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正常营业，但因单位员工不在，未能检查其旅游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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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7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达拉特旗鑫海游旅行社有限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蒙达陶瓷城蒙达广场

下沉广场 Y 区 31 号商业房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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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因换证，经营场所未悬挂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旅游合同签订

不规范，予以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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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8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准格尔旗顺风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准旗薛家湾镇开源南路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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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许可证均丢失，要求立即补办；合同签订

不规范，予以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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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查设备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抽查时间
2021 年 7 月 29 日

检查人员

姓名 武平 执法证号 150602100548

姓名 贾军 执法证号 150600103013

姓名 德格金 执法证号 150600103408

姓名 魏改玲 执法证号 150600001469

姓名 王海英 执法证号 150600001452

任务编号
150600202107221004

检查场所
内蒙古梧桐欣苑旅行社有限责任公司

检查地址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万正广场商业项目 9 号楼 5 层一

层

检查事项 1.对旅行社未与旅游者签订旅游合同的监督检查
2.对旅行社拒不履行旅游合同约定的义务的监督检查
3.对旅行社变更名称、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登记事项或者终止
经营，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原许可的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备案，换领
或者交回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监督检查
4.对旅行社设立分社未在规定期限内向分社所在地旅游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的监督检查
5.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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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境旅游业务的监督检查
6.对分社超出设立分社的旅行社的经营范围经营旅游业务的监督
检查
7.对服务网点超出设立社经营范围招徕旅游者、提供旅游咨询服
务，或者旅行社的办事处、联络处、代表处等从事旅行社业务经
营活动的监督检查

现场检查情况
合同签订不规范，疫情防控应急预案不全面，予以现场业务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