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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发现广州市内部分景区及影院有禁止自带饮食的规定

禁止游客自带食品，这合理吗？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韦柑潞 罗晓彤

见习记者叶佳茵 实习生 凌敏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郭柯堂

近日，因上海迪士尼禁止自带饮食被大学生告上法

庭的事情引起网友们的广泛讨论。这两日记者走访广州

市内景区和影院发现的确存在禁止游客自带饮食的现

象，然而这一做法是否合理？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记者在长隆官网预订须

知上发现有用红色字体标识

的内容： 进入长隆各主题公

园及马戏表演场馆， 观众必

须接受安全检查， 各主题公

园谢绝游客带入食品

（ 婴儿

食品除外）

和含酒精饮品，每

人可以带入一支

（ 罐）

不超过

600ml 的非酒精饮品。

记者昨日上午来到广州

长隆实地走访， 发现三大主

题乐园在购票处皆有谢绝游

客带食品进入园区的提示，

现场也有广播提示游客所有

外带食物谢绝带入园内，各

园区安检处分别都有禁止带

食品入园的标识， 安检人员

会开包检查。 不过记者在包

内放了两包零食和一瓶矿泉

水， 安检人员看到后仍然放

行， 对于有带少许食物的游

客，安检人员皆让其通过。

走访

景区一：广州长隆各主题公园

谢绝游客带入食品和含酒精饮品

前日下午， 记者走访广

州塔时看到， 在进塔安检口

上方有明显禁止携带液体以

及禁止携带刺激性食品的标

识。 每位游客在过安检闸口

前， 检票人员会提醒不能携

带水或者饮料之类的液体。

在排队口与安检口之间有个

灰色大垃圾桶， 携带水或者

饮料等饮品的游客必须把液

体倒入该桶中， 有的游客对

禁止携带液体的事情并不知

情， 在排队至安检口时才发

现有此规定， 只好站在垃圾

桶边将刚买的咖啡喝完再安

检。 有带了水壶的家庭，则会

将水壶中的水倒入桶中。 还

有携带矿泉水瓶的游客，在

工作人员提醒下扔掉水瓶。

约 15 分钟后， 灰色的垃圾桶

就被倒满， 工作人员又推来

一个新的垃圾桶更换。 对于

食物的检查则没有那么严

格， 有拿着食物的游客顺利

通过安检， 现场只有过机检

查，没有开包检查。

景区二：广州塔

禁止携带液体及刺激性食品

前日下午， 记者来到广

州融创乐园广场， 乐园门口

设有安检区域， 安检人员会

对游客随身包包进行检查。

旁边有明显告示牌写着安检

须知， 明确写着所有外带食

品、 饮料、 饮用水谢绝入园

（ 婴儿食品除外）

。 记者从安

检区工作人员了解到， 饮品

及饮用水类是允许带入园

的， 也见到不少游客自带饮

料入园。 不过期间有带着食

品入园的游客， 都被安检人

员要求吃完或是丢掉。

景区三：广州融创乐园

禁止外带食品入园

记者走访了天河区 UA

影院

（ 花城汇店）

、UA 影院

（ 东方宝泰店）

、飞扬影城

（ 正

佳店）

、 飞扬影城

（ 天河城

店）

、PALACE（luxe 天环店）、

龙洞巨幕影城 6 家电影院。

在记者走访上述前 5 家电影

院时， 并未发现有观众因带

饮料或食物进入观影厅而被

拦截的情况。 就能否外带饮

料或食物进入观影厅， 现场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除有刺

激性气味食品外，像奶茶、饼

干等无异味的食品都能带进

去。 但记者在走访龙洞巨幕

影城时发现， 检票处旁立着

一个“谢绝外带零食饮料”的

牌子， 记者也因带着一包薯

片而被工作人员告知不能外

带零食进入。

影院

有影院谢绝外带零食饮料

记者到现场走访时， 广州融创乐园工作人员表示园

区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垃圾污染，维护乐园环境。长隆野生

动物园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禁止带食物入园是担心

游客随意给动物投食，影响动物的健康。”之后，记者致电

长隆和广州融创乐园公关部负责人， 以及广州塔相关负

责人，截至昨日发稿前，他们均未作出官方回应。

龙洞巨幕影城电影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电影院

禁止外带零食和饮料是出于两方面原因， 一是怕食物或

饮料的异味影响到观众观影，二是怕饮料洒落，既不好清

理，又容易发生因地滑而摔倒的意外。 记者追问“为什么

场内零食和饮料可以带进去”时，工作人员表示：“爆米花

这些没有异味，不影响观众观影。 ”记者继续追问自带奶

茶或饼干等没有异味的食品能否带进观影厅时， 工作人

员则表示可以，但要先做好登记。

减少垃圾污染 维护环境

来自南京到长隆野生动物世界游玩的杨先生说：“我

觉得这样的规定很不合理，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若不想

游客给动物投食，园区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加强宣导，而不

是强迫游客不带食物进入园区。 ”

暑期带一家三口来广州游玩的北京市民武先生说：

“不太能理解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禁止带食物入园的

做法，游客带食物大多是吃的，不会是喂的，感觉景区的

做法不妥。 希望能有相关机制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

来广州融创乐园游玩的情侣谢先生说：“这是霸王条

款，要求十分无理，有点像强买强卖了。 ”

观点一：不合理，这是霸王条款

游客

带着小孩来广州融创乐园游玩的父亲周先生说：“游

客们也提出只要景区内的食品标价不要太高也是可以接

受的。 ” 曾经去过上海迪士尼的华先生说：“愿意为做得

精致或者有园区特色的食物或者饮品买单。 ”

观点二：景区食物饮料标价合理可以接受

在广州融创乐园游玩的游客王女士说：“已经习惯景

区的这种做法，可以理解。 ”

到飞扬影城

（ 正佳店

） 观影的市民邹小姐与张先生

说：“能理解电影院的行为，因为电影院也要挣钱的。 ”

到龙洞巨幕影城观影的市民陈先生说：“我是很支持

电影院这种做法， 因为在电影院吃东西和喝饮料会影响

观影感受。 ”

观点三：限带食物或是饮品可以理解

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

志红表示， 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饮食

入园主要从三方面考虑：第一，游客

自带饮食会产生很多垃圾影响园区

内的卫生环境。第二，园区觉得游客

自带饮食会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

隐患。 第三点也是很多消费者认同

的， 景区禁止带饮食入园其实是在

保护园区内餐饮售卖点的利益。

面对景区禁止游客自带饮食的

条款， 周志红表示目前协会收到相

关的投诉不多，“我认为景区应采取

更加灵活的措施。 首先应尊重游客

选择权， 不能强制硬性规定不让游

客携带饮食入园。其次，若从卫生和

食品安全方面考虑， 景区可以通过

其他手段， 比如游客自带饮食需申

报登记， 写承诺书保证自带饮食后

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由游客承担

等。 最后，景区应该提升格局，提升

园区内的餐饮质量，质量价格合理，

游客还是会愿意买单的， 若是园区

内的食物价格高又不好吃， 又限制

游客带饮食入园， 就有强迫游客购

买园区内食物的‘霸王条款’嫌疑。 ”

景区应该尊重游客选择权

行业

▲

广州融创乐园工作人员检查游客是否携带禁止的物品。

襌

龙洞巨幕影城检票处立着“谢绝外带零食饮料”的牌子。

荩

游客在广州塔进塔安检处须喝掉所带的矿泉水。

景区一：广州长隆各主题公园

谢绝游客带入食品和含酒精饮品

他们这样说

景区&电影院

景区二：广州塔

禁止携带液体及刺激性食品

景区三：广州融创乐园

禁止外带食品入园

影院

有影院谢绝外带零食饮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