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阳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在湖南全域旅游
发展进程中理应走在前列。近年来，岳阳市将全域
旅游作为新增长极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加快发展
全域旅游，2016年全市旅游总人数突破5000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突破4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7%、
29.6%，在全省旅游产业发展考核中居第一位。

突出顶层设计，优化全域旅游布局
旅游顶层设计，岳阳着力抓了三个方面———
强化规划引领。积极对接融入国家“一带一

路”“一带一部”战略、长江国际旅游黄金带和京
广、沪昆高铁黄金旅游带，高起点编制了全域旅
游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市旅游收入
突破1000亿元， 接待游客人数突破1亿人次，将
旅游业发展成为岳阳市战略性支柱产业。

强化示范创建。抓好平江、湘阴、临湘3个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推动岳阳县、汨罗市、君
山区开展省级全域旅游示范县创建，力争今年平
江县率先在全省成功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强化政策支持。出台加快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的实施意见，明确8条支持政策，推动交通项目优
先向旅游产业倾斜、用地计划优先向旅游项目供
给、财政资金优先向旅游领域投入。

突出项目带动，丰富全域旅游要素
以大项目推动景区大建设、旅游大升温。
加快旅游项目建设。以打造古城旅游、江湖

旅游、山岳旅游三大板块为重点，突出抓好洞庭
湖博览园、王家河生态与历史文化长廊、环南湖
旅游交通三圈、 天岳幕阜山等旅游项目建设，全
市在建重大旅游项目达42个，总投资397.1亿元。

狠抓旅游项目招商。加大旅游项目包装策划
力度，积极引进战略投资者建设精品景区。湘阴
县引进湖南顺天集团，开发建设洋沙湖国际旅游
休闲度假区； 平江县引进石牛寨镇梦幻汨罗源、

梅仙镇碧龙峡“中华龙谷”等旅游项目，总投资突
破100亿元。

提升旅游项目品质。推进天岳幕阜山、临湘
五尖山创4A，目前全市已创建4A级景区6家、5A
级景区1家， 去年实现了5星级旅游酒店零的突
破。加快旅游公路、景区公厕等旅游配套设施建
设，2016年岳阳荣获全国“厕所革命”先进市。

突出改革创新，健全全域旅游机制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旅游体制

机制创新。
创新组织领导机制。建立全域旅游发展领导

小组定期议事机制，实行一事一议。加大全域旅
游在综合绩效考核中的权重，制定全域旅游任务

“进度图”、具体“施工图”、人员“责任图”。
创新综合协调机制。 坚持“综合产业综合

抓”，岳阳市旅游委去年经市大编委会研究通过，
平江县、湘阴县、临湘市已组建或在筹建旅游委。
实行旅游警察、旅游工商分局、旅游巡回法庭等

“1+3”旅游综合管理、综合执法模式。
创新景区管理机制。出台岳阳楼景区绩效工

资改革方案，探索实行景区所有权、管理权和经
营权分离模式，有效激发了景区发展活力。

突出开放合作，打响全域旅游品牌
以开放合作推动岳阳旅游走出“闺门”、走向

世界。
抓线路整合，形成岳阳旅游“珍珠链”。包装

推出江湖名城游、生态休闲游、湘楚文化游、黄金
自驾游4条精品线路，将优势景区“串珠成链”。开
设“一楼一馆一岛一桥”（即岳阳楼、洞庭湖博物
馆、君山岛、洞庭湖大桥）旅游专线通道。

抓营销策划，提高岳阳旅游“美誉度”。根据
不同市场定位， 制作不同版本的岳阳旅游宣传
片，4月份相继推出。策划举办洋沙湖国际休闲旅

游节、张谷英民俗风情节、君山野生荷花节等主
题节会、活动，引爆市场人气。

抓区域合作，打造岳阳旅游“升级版”。加强
与长江和洞庭湖沿岸、 高铁沿线等城市合作，促
进31个城市成功结盟；主动融入大湘东旅游经济
带，与九江、咸宁等6个城市建立区域旅游联盟，
放大旅游辐射面。

突出产业融合，提升全域旅游业态
充分发挥“旅游+”功能，丰富并提升全域旅

游业态。
推进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相融合。 近年来，

先后实施了3517文旅城、 友阿商业城市综合体、
芭蕉湖和南湖连通工程等一批旅游城建项目，启
动建设特色景观旅游名镇11个，打造宜游岳阳新
亮点。

推进旅游业与美丽乡村建设相融合。围绕山
水游、休闲游、农家乐等形式，培育发展农村旅游
业态。出台《岳阳市推进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程
的意见》，平江县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带动10个建
档立卡贫困村成功脱贫。

推进旅游业与港口经济发展相融合。 实现豪
华游轮常态停靠，2016年岳阳三分之一以上入境
旅游者来自长江豪华游轮。今年，岳阳成功进入全
省自贸区规划范围，全域旅游业态体系更加开放。

推进旅游业与信息产业发展相融合。突出抓
好旅游集散中心、旅游门户网站、旅游信息咨询
服务平台建设，打通与客源市场信息对接的“最
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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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出售一个山寨版的投资理财网站，25岁的衡
阳小伙丁某宇能获利两三千元。而他出售的这些网
站，衍生出多达31个诈骗团伙。这些团伙冒充美女、
帅哥，引诱网友在山寨网站投注后，再将其拉黑。诈
骗受害者遍布全国各地，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近日，湖南、广东两地警方联手，一举端掉了
以私彩进行网络诈骗的31个犯罪团伙，抓获犯罪
嫌疑人214人，取缔网络私彩诈骗平台50个。

“美女”“帅哥”诱惑投资
4月18日， 经办此案的娄底市新化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民警刘华向记者介绍，2016年11月，西
河镇居民向警方反映称，有10余名年轻男女租下
附近一套房屋，每天闭门不出，形迹可疑。

警方调查后发现，这些人很有可能是一个利
用虚假赌博平台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 同时，广
东江门警方也接到报案称， 陈某被陌生QQ好友
诱骗登录“聚祥国际理财网站”，先后向该网站转
账4次。当他打算提现时，才发现已经被拉黑，共
计被骗人民币11605元。

两地警方发现，两案作案手法一致，均为犯
罪团伙成员伪装成“美女”“帅哥”，在一些专业投
资、理财QQ、微信群内，发布投资理财信息，宣称
加入某理财网站，可获得高额利润，引诱网友充
值投资。

“尽管回应者不多，总有几个会咨询他们。”
刘华说，一旦有人“入套”，犯罪团伙成员便会向
受害者发去一个山寨网站链接，邀请其在网站开
设投资理财账户，并许诺可以随时提现。

实际上， 钱一旦流入该山寨网站的个人账
户，便被该团伙划走。这些网站“交易”的虚拟数
据均由团伙成员随意修改。

“有时，受害者会看到自己的钱一天内翻
番。”为吸引受害者继续追加投资，该团伙有时
会给受害者一点甜头，提供小额“奖金”取现。
等到对方投资加大，他们便将受害者QQ、微信

号拉黑。

出售网站每个获利两三千元
2016年12月初，上述案件被公安部列为

“1·06”专案，湖南、广东警方成立联合工作组。
经过3个月的缜密侦查，警方发现，这是一个由

25岁的衡阳男子丁某宇为首、 利用私彩网站平台，
引诱受害者投注并实施诈骗的特大犯罪团伙。

“每个网站获利达两三千元。”刘华说，利用
擅长的计算机知识，丁某宇向外出售山寨投资理
财网络平台。网站设计虽并无太大难度，购买的

“客户”却络绎不绝。丁某宇的客户，便是以私彩
网络诈骗为主业的31个诈骗团伙。这些团伙的业
务还包括利用伪基站发信息行骗、售卖诈骗网站
平台、贩卖公民个人信息等，遍布全国9省20个地
市，涉案人员达200余人，涉案金额达数百万元。

3月29日上午11时许， 湖南和广东两地警方
集中收网，共出动警力700余人次，分为娄底、衡
阳、长沙、岳阳、株洲、怀化、吉首7个抓捕组。共摧
毁犯罪窝点36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72名，取缔私
彩诈骗平台50个， 查扣银行卡145张、 电脑129
台、手机96台等作案工具。

编撰专业教程诱人“入套”
在湖南境内， 警方共抓获100余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新化县的团伙头目是33岁的吴某。原本
无业的他在去年下半年无意听说做虚假私彩网
站“有赚头”，便租下两套房屋，聘请了14名网站

“客服”，开始在各个QQ群内实施诈骗。
警方在吴某窝点的两套租房内发现，除了10

余台作案使用的电脑，还摆放了不少上下铺的架
子床，以供“客服”住宿。因为每天工作到凌晨三
四点，被抓获时，不少“客服”还没起床。

据警方透露，这些“客服”均有一部以上的
手机，并利用网购的公民个人信息，申请了多
个微信、支付宝账号。从每名受害者身上，他们
可得到30%的提成，“有人骗得了十几万元。”
刘华说，为了博取受害者的信任，这些犯罪团
伙甚至编撰了专业教程，引诱受害者一步步追
加投资。通常情况下，该团伙成员多用女性身
份行骗。

目前，警方已将吴某团伙的银行账户全部冻
结， 但大部分受害者均表示不愿意配合调查，自
愿放弃追回赃款。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问： 我毕业后与沈阳某公司签订
了劳动合同， 公司送我到国外进行专
业技术培训，培训期3个月。双方约定，
如果我接受公司提供的培训， 必须为
公司服务5年；未完成服务期的，必须
交纳相应的培训费用。现在，我想离开
公司，是否需要向公司赔偿？

法律专家回复：《劳动合同法》第
22条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
专项培训费用， 对其进行专业技术培
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

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应
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
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
的培训费用。 用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
付的违约金， 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
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因此，
你在培训后想解除劳动合同， 若无法
证明有正当的理由， 应认定为属于无
故不履行服务期的情况， 应向公司支
付违约金， 但总额不得超过公司支出
的培训费用。

“美女”“帅哥”诱惑网友充值投资
湖南、广东警方联手端掉31个网络诈骗团伙 涉案金额数百万元

违反培训协定 不能说走就走

问：4个月前， 我在上班期间在车
间内就图纸标注的产品生产规格问题
与车间主任发生争执。 主任后对我拳
打脚踢，致我两根肋骨被打断。事后，
车间主任畏罪潜逃。 由于公司没有为
我缴纳工伤保险， 使我无法享受相应
的工伤待遇。我要求公司赔偿，公司认
为我因打架斗殴受伤，不构成工伤，只
能向车间主任索要赔偿。公司的
说法对吗？

法律专家回复：公司的说法
是错误的，即公司应当给予你工
伤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
规定：“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受到暴力
等意外伤害的”， 应当认定为工

伤。 你因为图纸中标注的产品生产规
格问题与车间主任发生争执并被打
伤，明显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
故具备认定工伤的条件。 根据相关规
定， 为员工办理工伤保险是公司的法
定义务。由此，公司必须为自己的违法
后果、车间主任的伤人结果埋单，向你
支付相应的工伤待遇。

上班被主任打伤能否享受工伤待遇

� � � �上图： 警方查获的作案电脑。
（资料照片） 警方供图

� � � �左图：3月29日，湘粤警方联手
抓获200余名犯罪嫌疑人。

法律咨询

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
加快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 刘和生

市州长谈全域旅游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徐亚

平 通讯员 易和平 杨琴） 昨天上午，
湘阴第二届樟树港辣椒文化旅游节在
樟树镇开幕。伴着“辣味十足”的集体
舞表演， 湘菜大师许菊云为樟树港辣
椒进行了现场推介。 省政协原副主席
王晓琴与现场数千名闻香而来的食客
一道，感受樟树港辣椒独特的“火”与
“辣”。

樟树镇是全省有名的“辣椒之
乡”，近年来以友谊、荻新、文泾3个村
为核心产区，推行“协会+农户+基地”
经营模式，初步形成了统一种苗、统一
种植、 统一销售的产业链。2012年，
“樟树港辣椒”成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2013年被评为省著名商标。

当天， 湖南湘菜产业促进会与樟
树镇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辣椒之乡”启幕文化旅游节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通讯员 夏喜
衡 记者 余蓉）今天，“五一”小长假第一
天。雪峰山旅游各景区车水马龙，游人
如织。据初步统计，截至下午3点，来雪峰
山观光旅游的客人已超10万人。

一大早，各售票点排起了长队，来自
长沙、株洲、湘潭以及邻近省份的车辆停
满了大大小小的停车场， 就连老百姓家
门前的晒谷坪都成了小车的栖息地。

刚刚晋升为国家级森林公园的穿

岩山景区内，每条游步道和观景台上，
更是人头攒动、川流不息。枫香瑶寨无
边际温泉游泳池泡满了大人小孩，甚
至出现了排队等候的场面。茶马古道、
情侣谷、南天门、云端古村落雁鹅界等
景点的游人来了一批又一批。

中午时分， 景区内各餐饮店和农
家客栈一席难求，就连远离景区5公里
的统溪河集镇的各大饮食店、 商场批
发部都挤满了就餐的游客。

“五一”小长假第一天：
雪峰山景区游人超10万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世日 陈永祥

“唧唧机杼声 ，织女瑶歌惹人
醉……”4月29日，“五一”小长假第一
天， 记者走进江华瑶族自治县大石桥
乡井头湾村， 嘹亮的原生态瑶歌响彻
古村上空； 瑶族织锦大赛梭子穿梭在
丝缕间，一件件纯手工织就的八宝被，
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

井头湾瑶族古村历经300多年，青
砖灰瓦、高墙大院，里面门楼天井、木雕
石刻一应俱全。去年，村里筹资600多万
元，建设基础设施、修缮古建筑。“今年
“五一”期间，景区推出瑶族织锦大赛、
瑶族风情展演和美食节、篝火晚会等活
动，为游客上了一道道‘爽口菜’。”大石
桥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朱东旬介绍。

在村里祖训广场“最巧手织娘”现
场，数十台织布机一字排开。随着比赛

哨声吹响，织女们手拿梭子，脚踏织布
机，巧手左右飞梭。一会工夫，一幅幅以
青蓝色调为主的“龙凤呈祥”“麒麟送
子”等图案八宝从木织机中直泻出来。

“这些艳丽的八宝图案织锦就是
八宝被， 赋予了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井头湾村织女李柳音介绍，她18
岁时，已掌握10余种针法，能挑绣出
不同的织锦产品。

“一架传统木制织布机，摆在堂
屋中，忙完了农活就织八宝被，绣绣
花鞋。”58岁的蒋丙娥把她的织锦产
品摆上了展销摊。“今天上午就签下
了八宝被 、 绣花鞋共计上万元订
单。”蒋丙娥说。

近年来， 江华依托丰富的人文景
观、瑶族风俗、特产、古村古景等，进一
步提升“神州瑶都”知名度，打好旅游
升温战。 其瑶文化特色旅游逐渐成为
湘、粤、桂边旅游的一个亮点。

八宝被引八方客

湖南日报4月29日讯（记者 刘跃
兵 通讯员 刘联波 蒋小飞）“舜皇山
的乌饭好吃，我喜欢。”今天，广州自驾
游客王栎在东安县舜皇山脚下一家农
家乐，边吃边赞。据东安县有关部门统
计，当天，该县以乡村游为主的旅游异
常火爆， 全县共接待游客8万多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16亿元。

当天， 东安县各景区和农家乐
纷纷推出优惠活动和体验活动。国

家4A级景区舜皇山景区推出“入住
酒店免门票、免费品尝乌饭节”等活
动，接待游客3.68万人次。4月28日，
该县大江源农庄玫瑰花开园， 掀起
赏花游的热潮。 高岩山庄新增游客
喂鱼项目，永阳农庄推出采摘草莓、
桑葚、 枇杷等活动， 掀起体验游高
潮。上界头杜鹃花盛开，村里农家乐
游客不断。 其他各农家乐和山庄也
都游客大增。

东安乡村旅游火爆

乐享“五一”
4月29日，“五一”小长假

第一天，市民在长沙市橘子洲
景区游玩，享受假日里的好
天气。 傅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