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郴州发展全域旅游有着良好的资源
禀赋、 优越的交通区位、 巨大的市场客
源、坚实的产业基础。近年来，郴州市委、
市政府按照全域旅游的发展理念， 创新
思路， 发挥优势， 在旅游产品和市场开
发、旅游配套设施建设、旅游环境秩序规
范、 旅游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取得突破
性进展。

2016年，郴州旅游综合收入324.5亿
元，占GDP比重为14.8%，已连续3年获
得全省旅游产业发展考核一等奖。

“十三五”时期，郴州作为全省旅游
产业新增长极，将以“五大发展理念”为
引领，以“培育千亿产业、建设旅游强市”
为目标， 积极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

以全域化视野，明确总体目标
按照“世界追求、中国地位、湖南样

板、郴州特色”的导向以及“一年布局，三
年成形，五年实现”的步骤，推进协同发
展，发挥比较优势，实施文化旅游“双千
亿”工程，即到“十三五”末，文化旅游业
总投资过千亿， 文化旅游业综合总收入
过千亿。

建设文化旅游千亿产业，创响“林中
之城、休闲之都”郴州全域旅游品牌，着
力将郴州市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休闲度
假旅游目的地、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湖南省全域旅游基地建设新样板。

以全域化要求，优化发展模式
建立“休闲养生+基地”的全域旅游

发展模式。依托“一湖一山一泉一岭一城
一展”的特色景观，重点构建郴州市中心
城区至苏仙岭、东江湖、莽山、汝城温泉、
桂东县城的旅游休闲养生带；以“带”辐
射周边景区景点，沿“带”及其辐射区域
建设旅游风景道、自行车绿道、慢行步道
等特色交通要素，以及精品景区、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特色街区、汽车营地、民宿
客栈、绿道、户外运动基地等旅游接待服
务基地， 把郴州建设成为全省休闲养生
全域旅游基地。

以全域化产品，满足市场需求
深入挖掘资源特色， 开发建设一批

具有国际水准、全国领先、省内知名的旅
游项目， 形成多元化的旅游产品供给体
系。

按照“一核两极多点”旅游产业规划
布局，重点建设苏仙岭、飞天山、王仙岭
等城市休闲旅游基地， 中国女排训练基
地、 环东江湖国际自行车赛等运动休闲
旅游基地，“重走长征路”、湘南年关暴动
旧址等红色旅游基地，汝城温泉、桂东森
林康养等康养休闲旅游基地，东江湖、莽
山、五盖山等湖泊、山地休闲旅游基地，

爱尚三合、和平村、龙腾金山生态农庄等
乡村休闲旅游基地， 矿物宝石博览等会
展旅游基地，以点促线成面，推进全域旅
游基地建设。

以全域化理念，促进产业融合
坚持“旅游+”“+旅游”双向牵引，积

极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形成全域旅游发
展的郴州特色。

引进远大住工绿色装配式建筑、太
阳鸟游艇、比亚迪旅游新能源用车、中车
旅游轨道交通等在郴州落地安家， 在消
化全省传统制造业过剩产能、 引入现代
制造业加入全域旅游基地建设中充当排
头兵。

统筹全域旅游基地与新型城镇化建
设，实现多规合一，推进汝城热水镇、资
兴黄草镇、苏仙区飞天山镇等7个特色旅
游小镇建设。 发挥好全域旅游基地建设
在精准扶贫与美丽乡村建设中的积极作
用，实现现代农业、旅游业、文化体育业、
农副产品加工业、 商贸物流业等的融合
发展。

以全域化标准，完善公共服务
完善水电网、通讯网、道路网、卫生网

等主客共享的旅游基础设施系统。 加快推
进北湖机场、郴州至资兴至永兴磁浮线、智
慧旅游、旅游集散服务中心等项目建设，全

力推进旅游公共服务提质升级。
争创全国“自驾旅游示范城市”，加

快通途国际汽车营地等项目建设， 合理
设置生态停车场， 丰富旅游交通标识建
设，迎接自驾游、散客游的“井喷时代”。
在全市构建集散中心、集散分中心、集散
点三级旅游集散中心体系， 为游客提供
全方位、便捷的旅游服务。

以全域化导向，推进综合治理
坚持党政共管抓好全域旅游， 推动

实施“1+3+N”旅游综合管理和综合执法
模式，建立完善“共治共管、共融共赢、共
建共享” 的全域综合协调发展的领导机
制。 继续将旅游经济发展指标列入对各
县市区的科学发展目标考核体系。 坚持
体制创新发展全域旅游， 实现旅游业发
展从部门行为向党政统筹推进转变。坚
持机制协同推进全域旅游， 形成以协同
系统、 执行系统和考核系统三大模块为
主的网格化管理。

优化布局，支持每个县（市、区）建设
3-5处比较优势突出、 地域边界清晰的
全域旅游基地，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将
全域旅游基地建设落到实处。

启动实施“郴州市文明旅游工程”，
发动广大市民展现主人翁的精神风貌，
孕育文明旅游氛围，营造共建、共享的全
域旅游发展环境。

一季度
全省金融运行数据出炉

制造业、 基础设施、 个人住房消费、
涉农、小微等方面贷款均有所增长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陈淦璋）制造业有了回暖的
迹象。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天通报的一季度全省金融
运行数据显示：3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同比增长4%，增速比
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 比去年同期提高1.2个百分点。3月，
全省制造业贷款新增38.1亿元，同比多增12.2亿元。

基础设施类贷款同比多增。3月末， 全省基础设施类贷
款同比增长18.1%，比去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一季度全
省基础设施类贷款新增839.1亿元，同比多增359.5亿元。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继续保持快速增长。3月末， 全省个
人住房消费贷款同比增长37.1%，增速比去年同期提高15.9
个百分点，增速连续13个月同比加快、连续6个月高于30%。

涉农、小微贷款也实现了同比多增。一季度全省新增
涉农贷款516.5亿元，同比多增107.7亿元；新增小微企业
贷款565.8亿元，同比多增220.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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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农产品外贸“开门红”
一季度进出口总额27.4亿元， 同比

增长30.8%
� � � �
� � �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黄勇华）
今天， 记者从长沙海关获悉， 我省农产品进出口来势喜
人，一季度进出口总额27.4亿元，同比增长30.8%。

香港仍是我省农产品进出口最主要地区。1至3月累
计进出口5.9亿元，占全省农产品外贸总额的21.5%。越南
为我省农产品外贸带来了惊喜， 一季度双边农产品贸易
额达到3亿元，同比增长1.8倍。

从产品看，冻猪肉、猪肉及杂碎是我省出口额最大的
农产品，一季度分别出口1.9亿元、1.5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倍、14.2%。

木薯淀粉是最主要进口农产品，一季度共进口4.1亿
元，同比增长52.6%。婴幼儿奶粉进口量也呈现快速增长，
共进口1.3亿元，同比增长54.7%。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记者 邹靖方 通
讯员 陈凡军 唐文军）今天，湖南移动与
康佳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在数字家庭、智能家居服务等方
面开展深度合作。

据悉， 双方将在多个领域进一步深化
合作： 一是双方将通过资源整合、 优势互
补，着力为用户带来更丰富、更优质的视听

享受，打造在新客厅经济下形成“平台+内
容+终端”多屏互动的生态产业链；二是双
方将在“大连接”的背景下，以宽带网络为
依托、以智能硬件为核心，实现家用电器之
间的“互联互通”，解决万物互联中智能家
居的议题；三是依托双方各自优势，通过家
电下乡、文化扶贫、服务农村、惠及农民等
精准扶贫手段，助力我省打赢扶贫攻坚战。

市州长谈全域旅游

积极创建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志仁

围绕突出问题集中整改

全省妇联系统督战脱贫攻坚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沙兆华 通讯员 郑丽萍）

今天，全省巾帼脱贫攻坚督战电视电话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市县乡村五级妇联干部5500余人分别在主、 分会场参
加会议，启动了全省妇联系统督战脱贫攻坚的序幕。

根据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脱贫攻坚突出问题集
中整改方案》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群团组织参与脱贫攻坚的
通知》精神，省妇联结合自身情况，于4月25日印发了《全省
妇联系统脱贫攻坚突出问题集中整改方案》，号召省市县乡
村五级妇联组织发挥独特优势，找准问题、立行整改，深化

“巾帼脱贫行动”，助推全省贫困妇女早脱贫、真脱贫。
根据集中整改方案，下阶段，全省妇联系统将加强宣

传发动，各级妇联利用基层的宣传优势，将扶贫政策和巾
帼脱贫行动作为专门内容融入1000场宣传讲座；开展产
业扶贫，加大对贫困妇女实用技能培训，培养新型职业女
农民，发展巾帼现代农业，打造“百个手工编织基地、千名
巧手带头人、万名巧手女工”的“百千万”巧手脱贫工程。
搭建帮扶平台，与阿里巴巴湖南分区、搜农坊等电商平台
紧密合作，帮助贫困村搭建妇女手工产品、农产品、家政
等网上展示销售平台； 发挥巾帼脱贫示范基地的示范带
动作用，每个省级以上基地每年至少帮扶100名建档立卡
贫困妇女就业增收；引导各级妇联做好驻点扶贫工作，助
推巾帼文明岗、先进集体与贫困村签署结对帮扶协议；发
动女企业家协会、女红协会、农产品女经纪人会员、优秀
妇女典型关注关心贫困地区， 将项目、 资金引入贫困乡
镇，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曾青青

“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
量……”

伴随着雄浑大气的交响乐、 大合唱，4
月27日晚7点30分，一场别开生面的交响音
乐会， 在湘潭九华工业园泰富重装集团有
限公司拉开帷幕。

台上， 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交响乐
团、合唱团，著名钢琴家吴牧野，著名歌唱
家蒋大为、王传越等多名艺术家，为劳动者
带来一场高雅欢快的音乐盛宴。

这次表演的舞台， 不在富丽堂皇的交
响音乐大厅， 而是在泰富重装二期现代化
的智能制造车间。

平日，这里传出的“音符”只是机器与
钢铁的激情碰撞声。 泰富重装CEO谭浪介
绍，二期工厂的智能化率达到80%，钢材从
原料到成品，再打包入库，近20道工序由10
台机器人完成，全流程自动化生产，每30秒
可出来一个成品，合格率达99%。

今天，智能制造车间变身交响音乐大厅，
荡气回肠的旋律，唱响的是对劳动的礼赞。

这场以“致敬匠心”为主题的音乐会，
是泰富重装专为省市各级劳模代表、 企事
业单位员工代表、通过网络报名的观众、音
乐爱好者及九华工业园区、 泰富重装职工
代表等共计4600余人， 送上的一份免费的
“艺术大餐”。

“这么近距离观看国家级交响乐团和
歌唱家演出，感觉太棒了！”泰富员工家属
王丽梅， 感谢公司给一线员工准备了这样
一份节日厚礼。

“天籁之音从殿堂走进车间，这是对劳
动者匠心和汗水的肯定与回馈。”观众席前
排就座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周宇
刚，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五一”劳动节前夕，泰富重装举行大型公益交响音乐会———

智能工厂奏响“劳动赞歌”

4月27日晚，“钢的琴———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型公益交响音乐会”在湘潭市九华工业园泰富重装二期智能化车间奏响。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曾青青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王美奇 刘福华

4月25日，崇山峻岭间的永州市金
洞管理区凤凰乡秧田村， 家家户户忙
着加工烟笋。

村民邓灶生对记者说：“这些食品绿
色无污染，很受大家欢迎。”村民邓小英
迫不及待地接过话茬：“不仅烟笋， 我们
村的米烧酒、腊肉等‘土货’都卖得很火。
以前没想到，山里的‘土货’这么值钱！”

带领大家加工“土货”奔“钱途”
的，是46岁的村民邓立新。小时候，邓
立新家境贫寒，初中毕业后辍学。这些
年，他在广东做电子产品销售，也在工
厂流水线上工作过。每年回乡过年，在
返回务工地时， 他都会带些家乡土法
酿造的米烧酒，给工友们品尝。没想到
很受欢迎， 不少人向他打听哪里有米
烧酒买。邓立新从这里发现了商机。

2014年， 邓立新返乡准备搞土法
酿造米烧酒。得知消息，年迈的父亲饱
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问号： 这些大山
里的土货也卖得出去？进而极力反对。
邓立新坚定地认为， 随着互联网和快
递业的发展，销售不成问题，拼的是产
品的质量，是其原生态的风味。

配比糯米、粳米，淘洗浸泡，上锅

蒸饭……邓立新忙得连轴转。然而，现
实给了他“当头一棒”。原来，土法酿造
米烧酒全凭经验，因经验不足，不时出
现米饭不能很好糖化、 米烧酒口感差
等情况。“我反复试验， 浪费了不少不
说，心也更累。”邓立新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 邓立新把每天
酿造的感受写在日记本里，认真比较、
揣摩。还谦虚地向有经验的村民请教。
终于，酿造米烧酒变得得心应手了。

米烧酒酿造过程烦琐、辛苦。好几
次，邓立新坐着就睡着了。看到这些，
曾反对他的家人也来帮忙。当年，邓立
新酿造米烧酒1万公斤，通过在外务工
的乡亲和以前的工友口口相传销售，
收入8万元，还供不应求。

“‘牛刀小试’，我搞土货加工的决
心更坚定了。”邓立新说，2015年，他扩
大加工种类及规模，发展传统泡菜、烟
笋、腊肉、蕨菜等“土货”加工。他多方
筹资120万元，新建包装车间、储存仓
库等，还开设了网上销售平台。去年，
他开的网店仅米烧酒和腊肉销售收入
就超过100万元。

目前，邓立新通过“公司+农户”，
引导当地20户贫困户参与公司产业链
生产，种植蔬菜、优质稻，养殖土猪等，
还安排了150多人就业。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天，记者从省总工会获悉，省总工会从4
月起已推出“湘字号”传统技艺工匠竞赛
活动，活动将持续到12月。

活动在湘茶、湘绣、湘酒、湘瓷、湘竹
等五个传统产业范围内， 针对道德品行
端正、专业技术精湛的湖南籍职工、民间
手工艺人、外来务工人员等，开展竞赛活
动。“湘茶”技能竞赛形式为个人赛，以绿
茶手工炒制，即鲜叶-杀青-做型-烘干-
成品茶为竞赛内容。“湘酒” 技能竞赛形
式为小组赛， 小组5人按出窖-拌料-上
甄-蒸馏-接酒等。“湘绣”“湘瓷”“湘竹”
技能竞赛形式为指定时间、指定地点、指

定主题，自行完成作品设计制作，从设计
创意、制作技艺、工具使用和作品艺术效
果方面评分。

据了解，本次竞赛活动4月至8月为市
州预赛阶段，各市州、省直在本辖区内，组
织开展5个产业的技能竞赛预赛和推荐评
选活动，向省活动组委会择优推荐参赛选
手。5月至12月为省级决赛阶段，省活动组
委会依托有关承办和协办单位，组织开展
5个产业技能竞赛省级决赛。

根据“湘字号”传统技艺工匠竞赛结
果，每产业评比出个人奖前10名，联合省
直有关部门进行品行审查公示合格后，将
授予“湘字号”传统工匠。

加工“土货”奔“钱途” 我省开展“湘字号”传统技艺工匠竞赛
在湘茶、湘绣、湘酒、湘瓷、湘竹等五个传统产业进行，时间从4月至12月

湖南移动“牵手”康佳集团
在数字家庭、智能家居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创业记

长沙磁浮线29日起
延长运营时间
高铁站末班车22时，机场站末班车22时30分

湖南日报4月27日讯 （记者 陈淦璋） 湖南磁浮公司
今天发布消息称： 自今年4月29日起， 长沙磁浮快线执
行新的运行图， 进一步方便市民晚间出行。 其中， 首班
车开行时间、 行车间隔维持不变； 磁浮高铁站末班车开
行时间延长至22时， 磁浮机场站末班车开行时间延长至
22时30分。

长沙磁浮快线连接高铁长沙南站和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 这次运行图调整， 也是长沙磁浮快线去年5月6日投
入试运营以来的第三次调整优化。 此前执行的运营时间
是早7时至晚21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