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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记者 曹娴）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办法》于
2017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这也是首部贯彻实
施国家《旅游法》的省级地方性法规。

该《办法》主要在旅游规划与促进、旅游经
营、旅游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方面，针对县级
以上政府、包括旅游主管部门在内的涉旅部门、
旅游市场主体、旅游者作出相应规定，并明确了
相应的法律责任。

“黄金周”如何避免人山人海？《办法》明
确，县级以上政府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春节、
国庆节等法定节假日期间， 向社会发布主要
景区的客流量、 游览舒适度指数以及旅游饭
店接待状况等服务信息。 景区则应利用信息

化平台，实行景区门票预约预售，及时公布景
区内人流量。

对欺骗强制购物坚决说“不”。《办法》细举
了未经书面同意、威胁恐吓、非法营业、以次充
好、掺假、收取回扣等七条明确属于欺骗、强制
购物的行为。

如何对待投诉？《办法》规定，旅游主管部门
收到投诉后，对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应当在5个
工作日内告知投诉者； 对符合受理条件且投诉
事项属于旅游主管部门职责范围内的， 应当在
60日内办结； 对于投诉事项属于其他部门职责
范围内的，旅游主管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移
交，其他部门应当在60日内办结，并自办结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将办理结果反馈给旅游主管部

门。投诉事项简单或者属于紧急情况的，应当及
时处理。

在线旅游也需规范。《办法》 要求通过网络
经营旅行社业务的，应当依法取得经营许可，在
其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主页醒目位
置， 公开其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或者其营业执
照的电子链接标识， 并标明其业务经营许可证
信息。 网络旅游经营者应当与旅游者签订纸质
或者电子形式的合同。

文明旅游，游客也不能任性。《办法》分别列
出了旅游从业人员和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行
为“负面清单”。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应当
按照国家规定纳入旅游从业人员、 旅游者不文
明行为记录，并向社会公布。

言虎 金雨

新的一年到来， 民众的生活也理应
有更好的变化。这不，眼前就有一个好消
息：从2017年1月1日起，湖南省汽柴油正
式实施“国Ⅴ”（国五）标准啦！

从 “国四 ”到 “国五 ”，油品升级对汽
车的影响可不少 。一来使用高品质汽油
后 ，汽油燃烧产生的氮氧化物和颗粒物
大幅减少 。环保部一项测试显示 ，即使
现有汽车不做任何技术上的改造 ，使用
国五标准的汽柴油 ，汽车尾气中的有关
污染物排放也将减少10%。 二是高品质
汽油对车辆的催化系统大有好处 。硫是
危害汽车催化器的最大杀手 ，清洁汽油
中含硫量少 ， 可以减少硫对催化器 、氧
传感器的毒害 ，有利于催化器和氧传感
器的正常有效工作 ， 延长使用寿命 。三
是使用清洁汽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少车辆修理和保养的费用 。使用杂质多
的汽油， 车主可能经常要去清洗油路，更
换火花塞，现在杂质少了，清洗油路和更换
零件的间隔就会更长。

油品升级，更能助力减霾。中国的很

多城市，机动车排放是雾霾的重要源头，
湖南也不例外。2016年入秋以来， 我省面
临多轮雾霾天气。 尤其是2016年11月初，
长株潭等地PM2.5指数“爆炸式增长”。这
除了因为冷空气将北方的雾霾带到湖
南，同时也源于本地污染物的累积。省环
保厅有过调研， 机动车尾气污染物的排
放已成为我省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

“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刚刚召
开的全省卫生与健康大会上， 省委书记
杜家毫一番通俗的话， 生动阐述了健康
的重要性。人们对健康越来越关注，对雾
霾便越来越难以忍受， 对于蓝天的渴望
也与日俱增。 我省目前机动车保有量逾
千万，全部改用国五标准的油品，对改善
环境、治理雾霾、增进人们身体健康等无
疑大有裨益。

向 “绿 ”转型 ，不仅会令天蓝 、水净 、
空气更清新， 还会形成节能环保等新的
经济增长点。据估算，若实现在全国全面
供应国五标准汽柴油， 炼油企业将增加
至少600多亿元的技改投资。

汽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人们现代
生活方式的标配，这一趋势不可改变。那
么，我们改革创新，通过使用更清洁的能
源，来平衡城市化与空气污染的矛盾，人
们未来生活的获得感将越来越强。

� � � �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杨丹 )“三江不尽帆千里， 一笔竟成花万
丛。”经过两年的酝酿筹备，潇湘齐白石
艺术研究院成立大会于今天在长沙召
开。 这是湖湘文化建设事业中一件具有
历史意义的好事。 老同志董志文、 沈瑞
庭、朱东阳、罗海藩,以及省会各界艺术家
等100余人出席了成立大会。

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是在齐派艺

术第三代掌门人齐展仪先生的授权支持
下，经工商部门审核批准成立的。院长赵
焱森说， 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旨在观
今鉴古，坚持文化自信，深入研究齐白石
艺术，传承和弘扬“齐派”艺术，培养艺术
人才，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齐白石再传弟子、 北京齐白石艺术
研究会副会长臧焕年， 专程从北京前来
参加成立大会。

� � � �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刘勇 通讯员 杨刚）今天下午，2016中国
（长沙）实体零售新供给创新论坛在长沙
市望城区举行。多数与会专家、企业家认
为，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以大茶网为代
表的“零售+平台”模式，是实体零售转型
创新的成功路径。老同志唐之享、武吉海
出席。

农业部农村经济政策研究专家刘年
艳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都说
互联网是一个富矿， 但投身其中的人却
发现，挖矿难度也不小，往往是看到别人

通过互联网发了财， 自己却不知道如何
办。 他建议， 过去单打独斗的实体零售
商， 要像大茶网一样向“零售+平台”转
型，把实体零售与电子商务结合起来，实
行“体验消费+配送+用户关怀+区域研究
与推广”。

据悉， 大茶网自2013年12月上线
试运营以来，始终坚持O2O线上线下互
动发展模式，依托大平台连接上千家实
体店， 促进商品尤其是农产品快速流
通， 不到3年即实现茶叶等产品销售额
近20亿元。

� � �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柳德
新 通讯员 苏知立 罗云峰） 近日， 省对市县
2015年度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结果揭晓，这
是我省首次对市县财政管理绩效进行综合评
价。经过市县自评、第三方复评、省级评审，长沙
市、株洲市2个市，武陵区、永定区、零陵区3个城
市区，永顺县、临湘市、洪江市、汉寿县、沅陵县、
新晃侗族自治县、会同县、麻阳苗族自治县、安

乡县、蓝山县10个县（市）被评为AA级。
新《预算法》实施以来，中央和我省出台一

系列新的预算管理规章制度。经省政府同意，省
财政建立了省对市县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财政综
合考评机制，分AA级、A级、B级、C级四个等级，
对市县财政管理综合评级。 对被评为AA级和A
级的市县予以通报表彰和奖励，对被评为C级的
市县适当扣减转移支付。

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结果， 反映了一定时
期内市县财政管理水平。为确保客观公正，省财政
采取多维度的考核方式，设立全方位的考核指标，
实行分等级、分层次的奖惩办法。评价范围为14个
市（州）和123个县（市、区），并按市（州）、城市区和
县（市）三块分别打分评级；评价内容为实施透明预
算、规范预算编制、优化收支结构、盘活存量资金、
加强债务管理、控制财政供养人员增长、严肃财经
纪律等7个方面20项指标。

据省财政厅介绍， 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
结果， 将广泛应用于省对市县相关政策制定和
资金分配领域， 将有助于强化市县管理责任意
识，提高依法理财水平。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老蒲是一名个协出租车司机，从怀化
来长沙6年了。

2016年最后一天，记者坐上他的车，
他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几年前，他刚到长沙不久，就接到一
个单：送一名乘客去岳阳办公事。因为要
报账需要发票，这名乘客一路都是打表计
费。办完事到中午，还潇洒地请老蒲吃了
一顿午饭，才从岳阳往回赶。

这一来一回的费用，一共1200多元。
老蒲觉得太多了， 没好意思收那么多钱。
可对方说单位能报销，没关系。

老蒲说，近年来，这种“财大气粗”的
情况，自己再也没有碰见过了。偶尔，碰到
公务员打扮的乘客打车，也大多是在市区
办办事。这段时间，长沙市区四处都能看
见贴着“公务用车”标识的公车，老蒲坦言
“这样挺好”，因为“老百姓不仅能看见，还
能监督”。

老蒲的故事很生动，让记者看到了中
央八项规定实行以来，如今正发生的一种
改变。

这些年，随着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从严
治党，反腐倡廉带来的新成效，让越来越
多的群众拍手称好。

在湖南，2016年注定是不平淡的一
年。向中央看齐，省委以身作则、以上率
下，层层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
出台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意
见，带领全省各级上打“老虎”、下拍“苍
蝇”，剑指“雁过拔毛”、纠治“四风”陋习，
铁腕反腐硕果累累， 净化生态有目共睹，
党风政风为之一新。

仅整治“雁过拔毛”式腐败问题，湖南
前10个月受理的线索举报就达8761件，
立案调查4405件，已处理5566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3340人， 移送司法机关394
人，追缴违规资金2.74亿元，清退群众资
金5734.52万元， 让人民群众深切感受到
各级高压惩腐的坚强决心。

正如一名网友感叹：“2016年最大的
感受，就是党风廉政建设不再是纪委一家
的事了， 党委切实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
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 群众监督热情高
涨，坚持下去，海晏河清可待。”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纪律审查
工作任重道远。如果把反腐比喻成一次长
跑，反腐绝对是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2017年这个元旦节， 因为它是十八
届六中全会开启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后
的首个节点而格外不同。

在这个重要节点到来之际，湖南各级
党委和纪委都没闲着。

一方面，省委召开市州委书记抓基层
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议，强调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向基层延伸；省委巡
视组全面反馈2016年第三轮巡视情况；
省纪委正式设置39家派驻纪检组， 实现
对105家省一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派驻“全
覆盖”。

另一方面，省科协原党组书记毕华被
提起公诉，湘电集团原董事长周建雄被检
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消息不断传来；省纪委
严明节日纪律，公布举报方式，并“兵分3
路”，在长沙、怀化等地，开展“两节”纠“四
风”明察暗访；在各市县区，各类明察暗
访、违纪通报、廉洁提醒正在开展。

坚定反腐是党心所向、 民心所盼。这
一连串接连而来的动作，透露出湖南对腐
败问题一如既往的高压态势。

2016年12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
治局会议， 研究部署了2017年党风廉政
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强调2017年要持续
形成高压态势，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推动
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这给各地反腐
败工作定下了基调。

可以预见的是， 在反腐之路上，湖
南各级必将紧跟中央步伐，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不变、猛药去疴的决心不减、
刮骨疗毒的勇气不泄、严厉惩处的尺度
不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逐步走向标本
兼治。

通讯员 唐建国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岁末年初， 正是对过去一年进行总结的时
候。

“我们村2016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18万余
元，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140元提高到4480
元。 全村贫困人口有133户534人实现脱贫。”
2016年12月29日， 江华瑶族自治县塘头坪村支
书钟立祥高兴地说。

江华瑶族自治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
县，该县沱江镇塘头坪村，曾是名副其实的贫困
村。2015年4月， 省委宣传部帮扶工作队进驻塘
头坪村， 从此， 瑶山里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
化。

精准识贫
过去， 塘头坪村贫困程度深， 贫困发生率

高，“村无产业、无人致富”是这个村子的真实写
照。村里耕地严重不足，人均不到0.6亩，青壮年
劳动力大多出去务工了。

2015年， 省委宣传部帮扶工作队刚进驻塘
头坪村时，村民以为“财神爷”来了，很多人挤到
村委会诉苦，都说自己家里穷，希望得到帮扶。
工作队及村支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宣传扶贫政
策，大家开始懂得脱贫还得靠自身努力。

工作队入村后做的第一件事， 是摸清每户
家庭的情况，先精准识贫。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摸底，清理了5户非贫困户，新增了21户漏掉的
贫困户， 最后确定全村贫困人口为137户、558
人。

钟立祥介绍，在确定贫困户后，工作队和村
支两委又进行了2个多月的逐户调查，梳理出因
病、因残、因学、因灾、缺土地、缺劳力、缺技术、
缺资金等致贫原因，变“面上掌握”为“逐户逐人
摸准”， 因户因人确定帮扶措施和帮扶联系人，
把扶贫方法与措施精准到户到人。

产业脱贫
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塘头坪村发展最大的

瓶颈。为此，扶贫工作队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扶
贫攻坚的关键环节来突破， 为村民生活和产业
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如，一次性争取到蒋国元等
27户危房改造资金，彻底解决无房户问题；大力
实施水、电、路、房、网络和环境改善“六到农家”
工程； 农电网升级改造全面完成，143户村民告
别低压电，用上稳压电。

在产业发展上，确定了“培养大户，发动大
户带散户”的共同脱贫致富模式。蒋兴田是全村
有名的烤烟和种粮大户， 种植烤烟80亩、 水稻
100亩。2015年，由于烤烟技术差，烟叶不太好
卖，他有些泄气。工作队来到蒋兴田家，鼓励他
重拾信心， 并提出在资金和技术上给予支持。
2016年，他承包了更多的田种烤烟，为村里20多
位村民提供了务工机会。

2015年底， 土鸡养殖大户彭定亮在扶贫工
作队帮扶下， 牵头组织成立了村土鸡养殖专业
合作社。 目前已有25户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开
始养鸡规模小，技术也不先进，经过工作队的帮
扶，如今规模、技术、收入大为改观。”彭定亮介
绍，合作社的养鸡户，户均年收入达3至5万元。
钟立友以前由于生病致贫， 现在一年可出栏土
鸡1000多只， 收入5万余元， 走上了脱贫致富
路。

永久脱贫
“脱贫只是达到了帮扶基本目的，如何巩固

脱贫成果， 让村民拥有持续增收和致富能力才
是帮扶关键， 才能真正实现永久脱贫摘帽。”扶
贫工作队队长敖敏说。

工作队从两方面入手，一是“扶智”，对村里
的小学进行重建，晚上开起了成人夜校，提高村
民致富的能力；二是“抓产业”，让村民能持续增
收。

如今， 村里的特色农业与观光休闲业齐
头并进，全村脱贫成果逐渐巩固 。完善了观
光农业硬件设施， 投资80余万元新建面积
500平方米的综合楼， 其租金为2016年的村
级集体经济创收4万元。发展种养大户15户，
全村新增黄牛养殖55头、 羊100头、 鸭1300
只，土鸡3800只、食用菌3万筒，新增种植玫
瑰香柑8100株、 夏橙6000株。 投入48万元，
建成了60个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每年为村里
产生约7万元的经济效益。2016年11月15日，
村里人畜饮水工程竣工，光伏发电项目正式
并网发电。

《湖南省实施〈旅游法〉办法》今起实施

在湖南旅游，更放心！

市县财政管理首次问绩效
15市县区获评AA级

油品升级体现“绿色担当”

潇湘齐白石艺术研究院
在长沙成立

实体零售新供给创新论坛
在长沙举行
“零售+平台”模式受推崇

反腐是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

瑶山大变样

� � � � 2016年12月30日，无人机航拍下的郴州市南塔公园霜天红叶，层林尽染。近几年来，郴州市启动“绿城攻坚”项目，
立志打造“山在城中，城在林中，人在绿中”的城市形象。城市环境不断美化，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黄民乐 摄美丽郴州城

三湘时评

湖南日报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林航竹

“元旦泡温泉，是很多人喜欢的休闲方式，
不仅可以消除疲劳，还能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人
体新陈代谢。”2016年12月31日， 来自广东的阮
志豪介绍， 他所在的公司组织几十名员工慕名
来汝城热水镇福泉山庄泡温泉， 过一个温暖的
元旦节。

在福泉山庄，游客如织。各温泉池分布在山
庄的竹林中，人在池中、池在林中。阮志豪的同
事林先生开心地说：“浸泡在雾气缥缈的温泉池
内，欣赏着和缓的音乐，身心完全放松了，疲惫
一泡而空。”

2016年最后一天，汝城县热水镇天气晴朗，
中华温泉博览馆、福泉山庄、汤河老街等处车水
马龙， 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把这个温泉小镇

“挤”得满满的。福泉山庄负责人介绍，元旦小长
假3天，酒店客房已早早被预订一空，每天泡温
泉人数将突破5000人次。 汤河老街旅馆老板也
说，她的客房节前就被电话预订一空，周边旅馆
也爆满。

记者从汝城旅游部门获悉，被誉为“华南
第一泉”的汝城温泉，因“水温最高 、流量最
大、水质最好、面积最广”成了香饽饽。粤、赣、
港、 澳等地游客这几年都是节假日泡温泉的
“常客”。 此外， 随着汝城温泉美誉度不断扩
大， 还带动了当地九龙江国家森林公园等景
区的旅游。

温暖过元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