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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规范由武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提出并负责解释。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武威市农家乐的等级划分条件、等级要求

和管理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武威市行政区域内农家乐旅游服务质量

等级的划分与评定。 

2 术语与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2.1 农家乐 

农家乐是指利用农家庭院和乡土资源，营造农家特色和

乡村情趣，以提供餐饮服务为主，辅之以多种观光休闲娱乐

活动的经营实体。 

3 等级划分 

3.1 等级标志 

农家乐分为五个等级，用五角星“★”标识，颜色为黄

色。即一颗星表示一星级，两颗星表示二星级，三颗星表示

三星级，四颗星表示四星级，五颗星表示五星级。星级越高，

表示农家乐的旅游服务质量等级越高。 

3.2 等级证书和标牌 

证书和标牌应注明：名称、授牌单位、星级标志、发证

日期、有效期。等级标牌由武威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发文认定，

各级评委会按评定权限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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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条件 

4.1 按规定办理卫生许可、排污、工商注册登记、税务

登记等相关证照和手续，依法经营。 

4.2 建筑、附属设施、服务项目和运行管理符合安全、

消防、卫生、环保、质检等现行的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和标准。 

4.3 经营服务人员应进行健康检查，取得至少县级医院

出具的健康证明。 

4.4 环境整洁干净，无散放垃圾、无污水或其他污染物。 

4.5 水源及生活饮用水水质符合 GB5749和 GB3838相关

规定，二次供水符合 GB17051相关规定。 

4.6 食品卫生符合国家规定。 

4.7 电力系统的安全保护装臵完好、有效。 

4.8 诚信经营，经营项目和收费标准明码标价。 

4.9 正式营业一年以上，无重大安全事故和旅游投诉。 

5 等级基础要求 

5.1 五星级农家乐 

5.1.1 周边环境优美，绿化覆盖率不低于50%（不包括

沙漠地区）。 

5.1.2 整体建筑面积不少于2000㎡。 

5.1.3 餐厅使用面积不少于300m
2
，至少能同时容纳150

人就餐。 

5.1.4 餐厅雅间不少于8间。 

5.1.5 厨房与餐厅面积比不少于1:3。 

5.1.6 有10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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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至少有1个达到 AA级标准的旅游厕所。 

5.1.8 提供至少3项乡土特色体验活动。 

5.1.9 服务人员接受旅游行业培训率达100%。 

5.1.10 服务及管理人员数量达到10人以上。 

5.1.11 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提供网络预订服务。 

5.2 四星级农家乐 

5.2.1 周边环境优美，绿化覆盖率不低于40%（不包括

沙漠地区）。 

5.2.2 接待建筑面积不少于1200㎡。 

5.2.3 餐厅使用面积不少于200m
2
，能同时容纳100人就

餐。 

5.2.4 餐厅雅间不少于5间。 

5.2.5 厨房与餐厅面积比不少于1:3。 

5.2.6 有8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5.2.7 至少有1个达到 AA级标准的旅游厕所。 

5.2.8 提供至少2项乡土特色体验活动。 

5.2.9 服务人员接受旅游行业培训率达100%。 

5.2.10 服务管理人员数量达到8人及以上。 

5.2.11 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能提供网络预订服务。 

5.3 三星级农家乐 

5.3.1 周边生态环境良好。绿化覆盖率不低于30%（不

包括沙漠地区）。 

5.3.2 整体建筑面积不少于500㎡。 

5.3.3 餐厅使用面积不少于100m
2
，至少能同时容纳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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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餐。 

5.3.4 有5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5.3.5 餐厅雅间不少于3间。 

5.3.6 厨房与餐厅面积比不少于1:3。 

5.3.7 至少有1个达到 A级标准的旅游厕所。 

5.3.8 提供至少1项乡土特色体验活动。 

5.3.9 服务人员接受旅游行业培训率达100%。 

5.3.10 服务管理人员数量达到5人及以上。 

5.2.11 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能提供网络预订服务。 

5.4 二星级农家乐 

5.4.1 周边环境良好，绿化覆盖率不低于20%（不包括

沙漠地区）。 

5.4.2 整体建筑面积不少于200㎡。 

5.4.3 餐厅使用面积不少于50㎡，能同时容纳30人以上

就餐。 

5.4.4 至少有1个达到 A级标准的旅游厕所。 

5.4.5 有3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5.4.6 服务管理人员数量达到6人及以上。 

5.4.7 服务人员接受旅游行业培训率达100%。 

5.4.8 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 

5.5 一星级农家乐 

5.5.1 周边环境较好，绿化覆盖率不低于15%（不包括

沙漠地区）。 

5.5.2 整体建筑面积不少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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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餐厅使用面积不少于30㎡，至少能同时容纳20人

就餐。 

5.5.4 至少有1个达到 A级标准的旅游厕所。 

5.5.5 有3个以上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5.5.6 服务管理人员数量达到4人及以上。 

5.5.7 服务人员接受旅游行业培训率达100%。 

5.5.8 实现免费 wifi全覆盖。 

6 等级划分条件 

6.1 经营场地 

6.1.1 周边环境 

a）周边环境干净整洁，无污水乱排、垃圾乱堆乱放现

象。 

b）周边景观环境无城镇化倾向，具有乡土特色。 

6.1.2 经营环境 

a）经营环境整洁干净，与乡村环境相协调，农家风情

特色突出。 

6.1.3 建筑结构与风格 

a）建筑物相对独立、安全，布局合理，采光、通风好。 

b）主体建筑具有乡村风情和地方特色，有醒目的店招。 

6.2 接待设施 

6.2.1 厨房 

a）地面硬化处理、防滑、有地沟，墙面铺满瓷砖、吊

顶。 

b）有通风排烟、油烟净化等设施。 



 

 6 

c）设臵粗加工间、烹调间、餐(饮)具洗涤池、清洗池、

消毒池，蔬菜清洗池、肉类清洗池应独立分设。 

d）有冷藏、冷冻和保鲜设备，生熟分开，有消毒专用

设备。 

e）有食品留样制度和留样设施。 

f）有符合卫生要求的废弃物存放容器并保持外部整洁。 

g）有防蟑螂、老鼠、苍蝇及防尘等设施。 

6.2.2 餐厅 

a）位臵合理，采光通风良好，宽敞、整洁、干净。 

b）整体装修，地面经防滑处理，具有浓郁乡村特色。 

c）餐桌、椅、台、餐具、酒具、茶具等配套用具齐全，

保持清洁、完好，且具有农家特色。 

d）提供具有农家风味和地方特色的菜点。 

6.2.3 厕所 

a）整体设计与周边环境和建筑相协调，设备完好、管

理良好，整洁卫生，有明显指示标志，符合《旅游厕所质量

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8973-2016）通用要求。 

6.2.4 客房 

农家乐如提供住宿服务，应满足本部分要求。 

a）整洁、干净，装修采用绿色材料，且符合消防安全

要求。 

b）门安全有效，有防盗装臵；内部应在显著位臵张贴

应急疏散图及相关说明；配备应急照明设施。 

c）有软垫床、写字台、座椅、衣架、行李架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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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室内采用分区照明且照度良好，各电源开关布臵合

理，便于使用。 

e）设有卫生间，配备抽水马桶、淋浴间，采取有效的

防滑措施，24小时供应冷、热水。 

f）根据气候配备舒适型取暖或制冷设备。 

g）有防噪音及隔音措施。 

h）配备电视机、开水器、电话等设施。 

i）床上用品一客一换或应客人要求更换，定期清洗消

毒，客房、卫生间每天全面整理一次。 

j）廊道有位臵合理、标识清楚的应急照明灯和紧急出

口标识。 

6.3 主题特色 

6.3.1 特色业态 

a）至少是农家乐园、养生山庄、花果人家、森林人家、

生态渔庄、创意文园、民族风苑、驿站、休闲农庄等业态中

的一种。 

6.3.2 主题展示 

a）定位明确，主题氛围突出，产品特色鲜明。 

b）文化展示方式多样。 

c）体现产业融合特征，服务有鲜明特色。 

6.3.3 特色经营 

a）有与文化主题相一致的餐饮产品，并已形成品牌化、

系列化。 

b）有与文化主题相一致的休闲活动，并已形成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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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 

6.4 服务质量 

a）服务程序规范，操作标准。 

b）从业人员统一着装，佩戴统一标志(胸牌）。 

6.5 安全管理 

a）经营用房安全牢固，无乱搭乱建设施。 

b）用电、烹饪、热水供给、桌椅等设施安全可靠。 

c）消防、防盗、应急照明等设施，完好有效。 

d）危险设施、地段等设有明显的警示标志，防护措施

齐备有效。 

e）如提供住宿服务，应建立住宿游客登记制度，游客

凭有效身份证件登记住宿，严禁赌博、吸毒等违法活动。 

f）从业人员经过安全知识培训，掌握消防及其他安全

设备使用的基本技能。 

g）做好家禽、家畜的防疫工作，严防动物传染病的传

播。 

h）无建筑、装修、噪音等污染，室内环境符合人体健

康要求，客房内所有物品、用具及使用符合环保要求。 

6.6 管理绩效 

a）市场认同度高，游客口碑好，已形成品牌。 

b）积极加入行业自律组织，参加行业组织活动。 

c）公开承诺诚信经营，遵纪守法。 

d）服从行业管理，向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经营数据。 

6.7 加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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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获得国家、省、市级以上的旅游相关其他荣誉称

号。 

6.7.2 全部使用无公害、绿色或有机食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