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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1 月 2 日 讯 （ 记 者
姚 学文） 嘟嘟……2016年12月27日
上午9时许， 长沙市雨花区智慧城市
管理中心视频监控系统的报警器突
然响起。原来，是在东塘某区域“发
现”几个流动摊担。中心马上通知街
道城管执法人员前往处置。短短几分
钟，执法人员便到达现场，对摊担主
人进行劝导和教育。

雨花区智慧城管中心于2016年
8月试运行， 经近5个月调试和完善，
正式投入使用。据悉，这是全省首个
智慧城管平台，其技术水平居全国前
列。 随着该平台建成并投入使用，城
市管理监督开始迈进智慧化时代。

去年初， 雨花区在全省率先启
动智慧城管系统建设。 投入2100万
元，开发国家标准的9个核心子系统
和提升区域城管效能的17个应用子

系统。不但实现了信息采集智能化，
而且创新了“大城管”， 将城管、环
卫、园林等纳入统一管理，还建立起
统一协调的视频监控、车辆管理、应
急指挥、移动执法等管理系统。系统
与公安部门的“天网”实现对接，并
启用无人飞机， 对重点区域和管理
盲区实行实时监控。

据了解，雨花区智慧城管系统
使城市管理实现“三个第一”，即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处置问题、核
实反馈问题；建立“四个机制”，即
快速准确的问题发现机制、 分工
协作的协同处理机制、 科学透明
的考核评价机制、 形式多样的社
会参与机制；落实“三个转变”，即
由被动管理向主动管理、 粗放管
理向集约管理、 单部门管理向协
同管理转变。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曹娴）
省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发出公告，
湖南6家景区被批准为国家 4A级
景区。至此，我省共有97家国家4A
级景区。

经省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
员会组织评定， 自治州老司城景区、
常德市林伯渠故居景区、常德市彭山
景区、永州市舜皇山旅游区、怀化市
沅陵凤滩景区、怀化市通道转兵纪念
地景区达到国家4A级旅游景区标准
要求，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此外，在近日印发的《全国红色

旅游经典景区名录》中，我省的韶山
市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长沙市红色
旅游系列景区，湘潭县彭德怀故居和
纪念馆， 岳阳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
郴州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衡东县罗
荣桓故居，张家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
区， 永顺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旧
址，湘乡东山学校旧址，怀化市红军
长征通道会议旧址， 南岳忠烈祠，芷
江县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芷江受
降旧址、飞虎队纪念馆，株州市红色
旅游系列景区，胡耀邦故居和陈列馆
等14处景区入选。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黄得意 赵清清

我省旅游业实现新年“开门红”。
据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统计，元旦假期
3天我省共接待境内外游客872.13万
人次，同比增长20.6%；其中过夜旅
游者 230.67万人次 ， 一日旅游者
641.45万人次。全省14个市州接待人
数都超过30万人次， 其中有10个市
州超过50万人次。

全省市县旅游总收入58.35亿
元，同比增长26.7%；其中长沙市达
15.15亿元、衡阳市达5.04亿元。

主题活动丰富多彩
元旦假期三湘大地暖意融融，适

宜出游，全省各地推出了一系列特色
浓郁、 丰富多彩的文化旅游主题活
动。

在长沙，1月1日晚上演的“多彩
星城 魅力长沙” 橘子洲主题音乐焰
火晚会，吸引近30万游客市民观看。

雪峰山上，穿岩山森林公园猪栏
酒吧、枫香瑶寨喜迎八方客，3天接待
游客10.2万人次；岳阳楼前，完整背

出《岳阳楼记》的游客均可免费入园；
湘西的土家苗寨里， 游客打糍粑、杀
年猪，感受少数民族风俗；通道万佛
山景区中，当地人与外地游客一起斗
鸡、纺纱织布、吃合拢宴、庆篝火宴
会； 常德市文化旅游活动好戏连连，
从元旦前开始到元宵节前后，推出了
“迎新年”“贺新春”“闹元宵”3大系列
16项文化活动；宁远九嶷山舜帝陵景
区举行新年祈福烧香活动，吸引众多
游客……

平江县借老板们回乡的好时机，
一边在石牛寨“砸金蛋、迎元旦”，一
边开展“引老乡、建家乡”旅游扶贫项
目集中洽谈活动， 现场洽谈的5个项
目预计投资11亿元。

特色旅游很受欢迎
冬日时节好“泡汤”。省内不少温

泉一票难求。3天假期，宁乡灰汤温泉
接待旅游人次达4.07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达693万元；郴州汝城热水温泉
旅游度假区共接待游客3.99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13万元， 同比
分别增长20%、22%。

荩荩（下转2版）

廖声田 宁奎

1月2日，张家界天门山云雾缭
绕，宛如仙境。仙境之中，一群穿着
橘黄色衣服的工作人员，不停穿梭
其中，他们是这个总面积达到96平
方公里景区的“风景护卫者”。

从索道下站一直到上站，到
东、西游线，到天门山寺；从游道
到树林，到桥下，再到悬崖，一路
上，游客们体验到的是山川秀美，
风景如画。

右手一把铁钳， 左右一个垃
圾袋，是这群“护卫者”的典型形

象。2日一大早，36岁的刘红娥穿
着厚厚的御寒衣物来到山顶，开
始一天的工作， 这是她在景区工
作的第十个年头。

天门山海拔1300多米，山顶
与山下落差达1100米，平均温度
要低6摄氏度左右。冬季，山顶多
数时候都是冰雪覆盖， 一派“北
国”景象。

“我们更像是‘小蜜蜂’。”在索
道上站，刘红娥边工作，边跟记者
打趣，垃圾是“蜜源”，垃圾桶是“蜂
巢”，周而复始。一般情况下，她主
要在游道及周边捡垃圾， 但有些

垃圾处于悬崖边，同样也得清理。
在玻璃栈道入口一侧， 刘红

娥发现悬崖边有一纸屑， 她毫不
犹豫穿过桥洞，将其捡了回来。纸
屑位于一斜坡， 斜坡再进半米就
是悬崖， 期间一个轻微的侧滑不
由得令记者心里一紧。

有些徒手无法触及的垃圾，
则需要挂上绳索下悬崖清理。张
建国就是这样一位专门进行悬崖
垃圾清理的“蜘蛛人”，经常，他需
要通过绳降抵达峡谷底部， 在高
达70米的陡峭悬壁作业。“山上
雾多，雾一来，挂在悬崖，只能看
见绳索。”他说，悬崖不好找落脚
点，还得对抗风力，上下还只能靠
人力。 荩荩（下转3版③）

湖南日报记者 段云行

2016年底， 娄底市在深圳发布
钢铁产品深加工、物流、医疗健康、
新能源及文化旅游项目， 引来大批
企业家跃跃欲试。“娄底”二字，在千
里之外成了热词。

2016年， 娄底市从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发力，加速转型、奋力赶超，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主要经济指
标逐步回升，在全省排位全面前移，

开始了新一轮“娄底上行”。

从“傻大黑粗”到“短小
轻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中瞄准产业前沿培植新
力量

深冬时节， 娄底经济开发区热
气腾腾。 顺涟水河东流方向，3座巨
无霸工厂排成近10公里长的“珍珠
链”，分别是久负盛名的涟钢和新兴

的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12月
初投产的华安钢宝利投资有限公司
的高新汽车板项目。3座工厂， 直观
反映了娄底钢铁工业升级的步伐。

长期以来，娄底煤矿、水泥、钢
铁等能源原材料工业发达。 短缺经
济时期，这些“傻大黑粗”的上游产
品根本不愁销路。 随着宏观产业升
级，猝不及防间，娄底主要工业支柱
成了过剩产能，娄底也成了“资源枯
竭型城市”，成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区域之一。
做“减法”是痛苦的，但壮士断腕

义无反顾。按照改革要求，到2016年
底， 娄底已关闭425家煤矿、120多家
非煤矿山，主动将钢铁产能由1200万
吨控制到1000万吨左右， 将煤炭产
能由1600万吨压缩到800多万吨。

收紧拳头， 是为了更好地打
出 。 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娄
底将保留企业升级换代，做大做
强。 荩荩（下转3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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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上层楼天地宽
———看娄底如何“加速转型奋力赶超”

湖南再添6家国家4A级景区

97家“4A”点亮三湘四水

元旦假期3天我省共接待境内外游客872.13万人
次，同比增长20.6%；旅游总收入58.35亿元，同比增
长26.7%———

潇湘旅游“开门红”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俞洋 邓华丽

元旦假期， 在人们辞旧迎新
的喜庆时刻，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
有限公司却是另一番景象： 一炉
炉火红的钢水正在被铸造成各种
规格的钢铁产品， 一台台先进的
生产设备正在欢快地歌唱， 一列
列满载货物的火车奔向四面八
方。

朱丘建是湘钢五米宽厚板厂
轧钢车间丙班的班长， 作为湘钢
板材生产的重要单位， 元旦假期
每天有6000多吨的板材在这里产
出。朱丘建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在
操控台上坚守岗位迎接新年。他
所在的丙班每天工作时间8小时，

但实际在现场的时间远不止这个
数字， 朱丘建上班前一小时就会
提前过来，检查现场设备的情况，
了解上个班运行中发现的问题，
每天光在现场巡视就要走上5公
里。 朱丘建告诉记者：“这几天湘
钢又签下了几个大单，2017年咱
们会更忙，不过大家都开心着呢，
订单就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在湘钢， 像朱丘建一样放弃
元旦休息， 照常坚守岗位的人还
有很多。1月1日22时35分， 湘钢
运输部车务二段的段长夏洲奇，
还在指挥着当天最后几车产品的
装卸。 夏洲奇指着眼前的货运火
车， 骄傲地说：“这是我们今天装
的第102车，是发往山东的，今天
已经发出了7800吨钢材。车务段

现在有130多名职工， 元旦大家
和平常一样坚持生产，24小时岗
不离人，在岗位上迎接新年，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

2016年，湘钢通过深化项目
制管理，倡导“以奋斗者为本”核
心价值观，狠抓“三大体系”构建
（以零缺点质量管理为核心的精
益生产体系、 以集成产品研发为
基础的销研产一体化体系、 以信
息化作支撑的营销服务体系），实
施订单式生产， 实现营业收入
420亿元， 与2015年相比提高了
33%，钢产量首次突破1000万吨，
创历史最高水平。2017年， 华菱
湘钢提出了创利8亿元的目标，朝
着“打造世界一流的钢材综合服
务商”的愿景奋发前行。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向剑锋

年年岁岁哨相
似 , 岁岁年年兵不
同。1月2日是元旦
小长假最后一天，
长沙迎来返程客流
高峰， 记者跟随武
警官兵来到长沙火
车南站执勤点，零
距离体验武警官兵
巡逻执勤工作。

“身边车水马
龙 ， 心 中 时 刻 警
惕”。上午8时30分，
武警长沙支队十三
中队排长石磊带领
战士们开始了新一
天的执勤任务 。石
排长担负此项任务
虽不到一年， 但对
执勤的路线、方式、
时 间 都 能 准 确 把
握。他告诉记者，元
旦期间武警长沙支
队近千名官兵坚守
在火车站、机场、地
铁站等各交通枢纽

和闹市区，确保游客和市民度过一
个安全祥和的假日。 记者看到，虽
然寒风猎猎，但火车南站巡逻官兵
两眼炯炯有神， 不断警惕环顾四
周。

“在网络信息不断发展的今天，
巡逻哨位不仅是执勤官兵完成任务
的战场， 更是我们展现军人形象的
舞台。”石排长在巡逻开始之前这样
给官兵们说道。

荩荩（下转3版②）

无人机“紧盯”管理盲区
全省首个智慧城管平台正式运行

“订单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悬崖之上护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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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3天我省共接待

境内外游客872.13万人次

同比增长20.6%

其中过夜旅游者

230.67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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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在行动

娄底经济开发区，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厂内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期待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治国理政评述

九霄杨柳春常在
———李淑一祭奠杨开慧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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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岗位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