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新景区发展势头强劲
刷新湖南旅游印象

国庆假日期间，全省14家高等级景区（含
5A景区） 总体保持平稳增长： 共接待游客
482.55万人次，同比增长5.99％；实现门票收
入4亿元，同比增长15.49％。

与老牌景区相比， 新兴景区呈现快速增
长强劲势头。黄金周期间，张家界大峡谷景区
接待游客11.82万人次。长沙大围山森林公园、
株洲神农谷、邵阳南山、常德桃花源、益阳桃
花江竹海等一批生态文化型新景区， 累计接
待游客均超过10万人次。 溆浦雪峰山大花瑶
景区接待游客183万人次，同比增长60%。

黄金周期间，长沙慧润、张家界石堰坪、
江永勾蓝瑶寨、 郴州安仁稻田公园等乡村旅
游点，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古镇民俗游同样人气火爆。 凤凰古城超
出最大日接待量； 长沙湘江古镇群接待游客
50万人次；湘西芙蓉古镇、边城茶峒景区、怀
化洪江古商城等接待游客均在5-15万人次之
间。

新产品新体验井喷
传递供给侧改革脉动

康养旅游产品成为出游新选择。 宁乡灰
汤、郴州汝城、邵阳魏源等“温泉健体”旅游产
品得到热捧， 三地共接待体验温泉养生的游
客超过25万人次。

寓教于乐的研学旅游产品崭露头角。韶
山景区推出的红色教育产品， 国庆中秋假日
累计接待51.35万人次。

黄金周期间，300多场民俗文化和旅游演
艺活动精彩纷呈，增强了假日娱乐消费体验。
张家界《天门狐仙》《魅力湘西》 成为旅游名
片。韶山、湘西凤凰、宁乡炭河古城等景区新
推出的演艺节目， 也受到游客热捧。《炭河千
古情》场场爆满，共计演出46场，接待游客35
万人次。

在住宿方面， 全省各旅游特色民宿预订
火爆，假日期间几乎满载运行。张家界“五号
山谷”等特色民宿早在节前就被预订一空。作
为现代旅居新业态产品， 长沙县浔龙河地球
仓森林酒店平均房价700元/间，还一房难求。

吃、住、行、游、购、娱，一些旅游新产品为
游客提供了旅游消费新供给， 黄金周成为旅
游全产业链的“试金石”。

自驾游成为主力军
助推旅游市场大繁荣

张吉怀、 环洞庭湖和沿平汝高速的大湘
东旅游经济带， 吸引了省内外大量的自驾游
客。

黄金周期间， 在湖南的旅行社团队9296
个，接待人数22.36万人次。可见，旅行社团队
游不再是黄金周假日出行的主体， 自驾旅游
群体已成为假日旅游的主力军。

长沙光明谷、常德柳叶湖、湘潭水府庙、
郴州三合旅游区、 益阳茶马古道、 娄底大熊
山、 怀化靖州排牙山等景区内的自驾车房车

营地，游客接待呈现饱和。
“开着车边走边游，没有路上堵车、景点

游客扎堆的情况。”来自成都的李兆曦一家表
示，这次湖南自驾游之行十分惬意。

据悉， 省旅发委将自驾游客作为服务重
点，强化信息、交通、救援等保障体系，加强假
日游客流量预测预报， 提前发布假日自驾旅
游指南，引导自驾游客理性、文明、错峰出行。

智慧旅游见成效
放慢脚步游湖南

随着旅游信息化建设的加快， 全省各地
旅游部门都建立了旅游官方微信、微博等“智
慧旅游”信息服务平台，并通过新媒体实时发
布线路推荐、优惠活动和天气、路况、交通等
信息， 各大景区景点也都通过二维码、APP、
微信、微博等，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旅游信息
服务。

在张家界，景区通过网站、广播、手机短
信和景区大显示屏， 提醒游客哪个地方现在
比较拥挤、哪个景区还有承载空间。这样的信
息预警，更便于游客合理选择。

假日期间， 在全省纳入监控范围的景区
中， 前后有攸县酒埠江等10个景区17个批次
超过最大承载量，尚在可控范围。省旅发委通
过跟踪监测，用“最大承载量”这一“调控器”，
给“热点”景区降温的同时，对“冷点”景区升
温，保障景区游客不再“超载”，扭转了以往黄
金周扎堆出游、“不见景色只见人”的局面，越
来越多的游客尝试着放慢脚步， 来湖南体验
休闲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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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邹靖方）
今年的国庆假日遇上了中秋节， 居民消费
热情空前高涨。 而长沙旅游经济所拉动的
消费涨幅更为明显。

根据阿里巴巴旗下的本地生活服务平
台“口碑”数据显示，国庆假日，长沙地区消
费者使用支付宝在线支付的金额， 是去年
国庆假日1.8倍。对比节前一周，消费增幅
达到30%，其中游客贡献了其中的38%。所
有消费场所中，度假村、游乐园和电影院增
幅最为显著。

这个国庆假日，除了出远门外，选择
周边短途游的人也不少。 长沙的不少度
假村和游乐园都挤满了游客。 根据口碑

平台的消费数据显示， 国庆假日期间长
沙的游乐场和度假村消费比节前一周增
加了50%。

餐饮更为火爆。口碑数据显示，中秋节
当天，长沙最热门的餐饮消费，本地湘菜整
体消费金额达到了平时的1.9倍。

国庆假日期间，诸多强档影片上映，各
地票房暴涨。淘票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日
期间，全国票房是平日的4.1倍。其中，长沙
也是平时的4.4倍。国庆假日期间长沙的电
影票房，有19.9%是游客贡献的。这说明，
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了体验式的旅游方
式：慢下来，吃一顿地道的湘菜，看一场电
影，当一天长沙人。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10月8日寒露节气，薄雾锁清潭，野草缀
寒露，便不再适合早起溜达。不过白日里气温
已经很适宜，随处走走都是好的。

天清露寒
此时的南方山林，多数树木依旧翠绿，各

类果实繁密灿烂。
郴州东江湖畔成片的橘子已经下树， 产橘

的地方橘子不太值钱，只管摘取吃饱。板栗已经
成熟，栗子壳过于棘手，只需捡拾落下的栗子即
可。野生猕猴桃外表磕碜，味道却浓郁地道。半
青不黄的柿子挂在枝头，等待秋风吹红。

依旧有许多植物在绽放。秋风万里，水边
的木芙蓉叶大花密， 有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和
怦然心动的美，浅绯深红，胭脂露浓。青葙举
着经久不凋的火炬花，池塘里残荷尚未尽枯。

当然，四处都会碰到桂香扑鼻，沾着雨，更加
沁人心脾。

即使不下雨， 山林也总是像笼着一层烟
霭雾气， 这是秋天空气寒冷形成的一种独有
的现象， 也称秋岚。 枫香叶子在这样的寒雾
里， 渐渐染上了黄色， 梧桐的大叶子斑斑点
点，颜色日渐丰富起来。

最好的是在晴朗的夜里，一轮秋月，水银
泻地，纤尘不染。这时套上薄薄的线衫，真切
感受秋凉如水。

静候“秋音”
虽说秋色已经很明显， 气象意义上的秋

天却还没有到来。
根据气象学标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

定在22摄氏度或以下，连续5天的第一天就是
入秋日。

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谢益军博士介

绍，常年来讲，从9月下旬后期到10月中旬，湖
南自西北向东南先后进入秋季， 全省平均入
秋时间为10月5日， 基本都在寒露节气左右。
一般来说，率先入秋的是湘西北，在9月下旬
后期，最后入秋的是湘东南，在10月中旬。也
就是说，湖南入秋时间前后相差将近1个月。

眼下虽然秋意渐浓， 大部分地区日平均
气温却没有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下，尤其是8日
寒露前后这一轮晴好天气， 让湘南气温高达
35摄氏度以上。

不过，10日之后，冷空气活动频繁，全省
气温将出现“大跳水”。这一次，秋天应该真的
要到了，夏衣可以收拾归仓了，贴补的“秋膘”
就放心藏在夹衣里。

一般来说， 湖南秋季时间只有2个月左
右，等到日平均气温稳定在10摄氏度以下，就
进入肃杀的冬季了。秋天很短，光阴可贵，多
多珍惜。

乡村休闲游、古镇民俗游、文艺体验游……老牌景区游客人次、旅游收入平稳
增长的同时，一批新景区新业态新产品推向市场，吸引了五湖四海的游客———

湖南，游客长假乐陶陶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2017年“十一”国庆黄金周，恰逢中秋佳
节，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活跃，大小商家赚
得盆满钵满。省商务厅今天发布黄金周全
省消费市场情况称，对全省300余家零售、
餐饮企业的监测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1%。

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省
商务厅市场监测数据显示， 全省粮、 油、
肉、菜供应充足，价格稳定。长假期间，长
沙市黄兴海吉星和红星两大蔬菜批发市
场总交易量为9110万公斤，日均蔬菜交易
量约为1301万公斤， 同比上涨12.34%，批
发均价为2.57元 /公斤左右， 同比下降
1.91%； 放心肉批发均价为20.57元/公斤，
同比下降12.91%。省商务厅表示，节日期
间消费环境良好，无重大食品安全和商品
质量方面的投诉。

节日氛围浓厚， 消费热情充分释放。
“质惠同享家装节”“精致服务汽车节”“嗨
购全城百货节” ……长假期间，2017湖南

省第三届金秋购物消费节正在举行，各市
州联动举行了系列活动，各大流通企业营
造了浓郁节日氛围和良好消费环境。长沙
市五一商圈、东塘商圈等各大商圈推出各
类促销活动，人流量明显增加，黄金周期
间总体销售情况较去年有所增长。株洲市
步步高、沃尔玛销售额日均增长15%。

数码、家电等商品销售亮点突出。8天
长假，数码产品、大家电等成为消费热点。
益阳市步步高、国美、苏宁等家电企业的
彩电、冰箱、洗衣机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
39.6%、25.7%、18%。此外，儿童消费市场旺
盛，服饰、食品、玩具销售大幅增长。

平价、特色住宿餐饮生意红火。岳阳
市岳阳大酒店、南湖宾馆假期日均餐饮收
入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21.4%和28.2%，各
大百货商场餐饮店铺上座率均达93%以
上。郴州市重点监测的19家餐饮企业假期
日均销售额同比增长12%左右。 在出游热
的拉动下，住宿餐饮业尤其红火，凤凰县
假期一房难求。

长假消费市场繁荣活跃
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长约11%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徐荣 通
讯员 余拙)国庆黄金周期间，韶山天气晴
好。领略伟人故里风采、接受红色文化洗
礼，成了许多人的节日选择。今天，记者从
韶山市旅发委获悉，截至10月8日13时，韶
山各旅游景点共接待游客68.04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1.96亿元。

长假期间，韶山核心景区到处洋溢着
欢乐祥和的氛围，游客们从四面八方汇聚
而来。在毛泽东广场，向毛主席铜像敬献
花篮的游客络绎不绝。 在毛泽东同志故
居，等候参观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为确保黄金周期间旅游市场秩序良

好、交通组织有序，韶山市出台《“十一”假
期旅游综合应对总体方案》，成立由书记任
顾问、市长任组长的韶山市“十一”假期旅
游工作领导小组，下设8个工作队，分别负
责旅游市场秩序整治、 应急处突、 交通管
控、交通换乘及卡口管理、城区景区秩序及
环境卫生整治、志愿服务、城区与高铁游客
接驳、宣传和氛围营造等工作。节日期间，
各工作队按预定方案分工合作， 实行24小
时值班。全市各机关单位、乡镇、村(社区)、
学校等单位党员干部， 主动放弃节假日休
息，每天都有240多人上岗志愿服务，为来
韶山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优质服务。

68万人次畅游韶山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文丽贵)国庆、中秋“双节”黄金周，
南岳衡山景区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接待高
峰。据衡阳市南岳区旅游部门统计，黄金
周期间， 南岳衡山共接待游客63.62万人
次，同比增长10.26%。其中，10月3日景区
共接待游客14.26万人次，为本次黄金周客
流峰值。

黄金周期间， 晴好天气助推南岳旅游
持续井喷。祝融峰、南岳大庙、南天门等主
要景点，连日来游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南岳古镇戏台上，花鼓戏婉转悠扬的曲调、
气势磅礴的锣鼓、引人入胜的唱腔，为当地
群众和游客送上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水
濂洞景区“美猴王孙悟空”的精彩表演，引

得小朋友连连拍手称赞。 在传统祈福求寿
游、旅游观光游的同时，乡村特色游也备受
游客青睐。南岳全域旅游示范景点“红星骑
行主题村落”、 水濂洞景区“月光下的村
落”、十里茶乡茶文化体验区等景点，也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赏花、拍照，让游客有了更
加生活化、多样化、综合化的体验。

为确保景区秩序井然，南岳区千余名
干部职工及大批志愿者深入城区各主要
道路、主要景点值班值勤、义务服务。同时，
景区将政府机关、学校、小区的停车场和
空地对外开放，增设自动售票机、标识标
牌、排队游道风雨亭等，免费发放南岳旅
游地图、提供景区线路指引，为游客提供
一个更为方便、舒适的旅游环境。

南岳旅游持续井喷
衡山景区黄金周迎客63.62万人次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龙文泱)“不急
不急，高铁站就在山下，不堵车也不会晚点，
在这里多呼吸几口新鲜空气、 多吃点美食再
走。” 一群来自广州的游客笑道。10月8日，国
庆、中秋“双节”长假的最后一天，许多出游的
人往回赶。在溆浦县雪峰山大花瑶景区，许多
游客还在悠闲享受假日。

体验森林康养、中药养生，住特色民宿，
尝农家美食、看民俗表演……今年“双节”期
间，雪峰山大花瑶景区通过挖掘当地传统文

化，吸引了大批包括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游
客，景区民宿在节前一个月就已订满。一进
景区，花瑶拦门酒迎客，瑶寨篝火晚会的花
瑶歌舞表演、游客互动，使来自四面八方游
客既观赏了民俗文化节目， 又成为了朋友。
来自雪峰山深处的花瑶挑花、辰河目连戏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一展现，独具地方
特色的三棒鼓、 巫傩戏、 高山号子、 木脑壳
戏、龙灯等轮番上演，让游客觉得新鲜又有
趣。打板栗、石碾磨豆腐、稻田打禾、捉鱼等

乡村体验活动，则让人们感受到乡村的美丽
与快乐。

在这里，游客通过“深度游”，既深刻感受
到雪峰山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精彩纷呈，
又真实体验到了花瑶民俗文化的奇特怪诞与
源远流长， 同时还找寻到了远离都市喧嚣的
恬淡与宁静， 真正品味了一回乡村田园的闲
适与和美。 据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公司董事
长陈黎明介绍，“双节”期间，景区供接待游客
183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雪峰山大花瑶景区迎客183万人次

袅袅秋风动，凄凄寒露零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双节”长沙支付宝在线支付
为去年1.8倍

长沙迎返程高峰
10月8日下午3时许， 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由东往西方向， 车辆排起了长队。 当天是国庆、 中秋假期最后一天， 外出探亲、 访友和旅游

的人们纷纷返程， 城区不少道路出现了车辆拥堵现象。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廖声田 田育才
宁奎）山上，秋日云海如水墨；山下，秋色斑
斓似画卷。10月8日，“十一” 黄金周收官
日，暖阳下的张家界“热”度未消，景区景
点、乡村田野游客络绎不绝，流连忘返。数
据显示，1至8日， 张家界市共接待游客
257.13万人次， 实现旅游收入17.67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12.09%、18.31%。

“‘涨’势喜人，来之不易！”张家界资深
旅游界人士覃庚认为，尽管通往核心景区
的交通项目在建，黄金周前几天天气也不
尽人意，能收获如此骄人的成绩单，一切得
益于张家界实施的全域旅游建设战略和
思路，“龙头作用在这个黄金周得以彰显。”

今年3月， 张家界提出实施全域旅游
“对标提质，旅游强市”战略，以“11567”思
路，完善旅游产品、产业等“5大体系”，走好
全空间布局、全链条完善等“6条路径”，做
好旅游产品供给、国际精品旅游城市建设
等“7个示范”，精准发力，发挥龙头作用，力
争率先建成“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半年过去，张家界以“三星拱月、月照

三星”发展思路，按照“双核三极多点”产业
布局，点面结合、错位发展、梯次打造，先后
推出山、水、红色、宗教、民俗“五彩缤纷”多
样化旅游产品，300多个景区景点星罗密
布，景城之间、景区之间车程均不超过1小
时，形成全域旅游发展新业态、新格局。

“一山接一山，美景看不完。”3天行程，
贵阳的蒋自强先生先后领略到天门山的雄
奇和天子山的峻秀后赞叹不已。“体验多彩
民俗，身心愉悦。”来自上海的陈惠女士零
距离感受苏木绰、 溪布街、 土家风情园和
《魅力湘西》演艺后，直呼过瘾。

“十一”黄金周期间，张家界有旅游、交
通、质监、公检法等部门近万名党员干部坚
持上岗，有8000人次志愿者活跃在29个旅
游接待站点， 各景区没有出现一起排队拥
堵和滞留现象， 旅游投诉和旅游纠纷大幅
下降。 长沙自驾游客张先生整个黄金周都
在张家界度过，他认为，创新分时预约、旅
游监管、智慧旅游、志愿服务等机制体制，
激发了张家界旅游活力，“对标提质， 迈向
国际化，张家界正阔步前行。”

张家界：对标提质“涨”势喜人
“十一”黄金周接待游客257.13万人次，实现旅游

收入17.6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