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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云

8月29日至9月5日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活
动周，湖南系列宣传活动精彩纷呈。

目前， 湖南基本形成了服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国土空间管控格局，完成了第一
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编制出版了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地图集，国土空间监测监管体系和
能力建设成绩斐然。

那么，你对国土空间监测监管知多少？

准确掌握地理国情信息 ，
让决策有据

国土空间紧系地理国情，地理国情是重
要的基本国情，从空间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
地区的自然、经济、人文信息。

省国土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金勇章
表示，通过国土空间监测监管，能够较准确
地掌握省情、省力，帮助决策者做到“家底清
楚、心中有数”；通过统计分析，揭示出各地
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让决策者

“决策有据”。
开展国土空间监测监管， 涉及面广、技

术性强、实施难度大。
“过去，受经济条件和技术手段制约，我

们没有条件和能力去做好；如今，我国空天
地一体化对地观测网逐步建立，获取地理国
情数据能力、国土空间监测监管能力大大增
强。 ”金勇章说。

国土空间的监测监管对象，主要包括山水
林田湖草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如，监测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
城镇开发边界，城市中违法用地、违法建设

情况，河长、湖长制实施及生态环境整治等
情况。

专家与科技，监测调查两条腿
走路

8月29日， 我省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地图
集编制出版，该地图集以第一次地理国情普
查成果为基础。

省国土资源厅基础测绘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 湖南第一次地理国情普查工作历时3
年多完成，动员测绘和地理信息专业技术人
员2000多人， 外业调查累计行程达56万多
公里，首次全面查清了省内各类国情要素的
类别、位置、范围和空间分布情况。

“人是专业的，装备是最先进的。 ”该负
责人说，这使得国土空间监测监管结果经得
起检验。

我省国土空间监测监管采用了0.5米级
的高分辨率遥感影像为原始数据源。

“0.5米级分辨率”是个什么概念？ 地面
上一辆小汽车，都可以清晰呈现出来。

高分辨的遥感影像，可为实地监测提供
清晰的工作底图。

无人机航摄系统、地理信息应急监测车
等装备，可快速化、实时化开展监测。

卫星定位系统，可以精准记录每一个外
业监测人员的核查轨迹；可精准标注每一处
违法用地、违法建设的具体位置。

地理信息系统强大的数据建库和应用
功能，可对海量数据信息进行分析和提取。

利用这些“黑科技”，监测对象的基本情
况、实时动态一目了然，后续对数据的统计
分析亦水到渠成。

数据显示，我省现代测绘基准精化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建成了覆盖全省的122个基
准站卫星定位基准服务系统，拥有包括35类
80余个数据库的自然资源数据库，数据量共
计450TB。

服务于土地规划与应用 、
生态环保、防灾减灾

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
通过对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持续监测，

洞庭湖的沧桑变化， 浓缩于图后可尽收眼
底；监测数据及时、准确地反映出湖区非法
围垸和潜在污染源情况。

长株潭两型试验区建设，如火如荼。
受省“两型工委”委托，省国土资源厅对

长株潭生态绿心区的生态环境、违法违规等
5大板块共41项内容进行监测， 每季度形成
监测报告、监测影像、矢量数据等，系统成果
有力地支持了绿心区的开发和保护工作。

湖南是水稻种植大省， 通过遥感监测，
再运用农作物地类分类算法等，能够获取全
省早、中、晚稻种植情况，后期再形成监测分
析报告。 省财政厅称“依据报告，农业补贴资
金发放的精准性与科学性大大提高”。

我省地质灾害多发、易发，每年发生的地
质灾害数量排全国前三位；通过国土监测及时
预警，2017年全省各地成功预报地质灾害592
起；2018年前7月成功避让地质灾害15起。

数据成果还可广泛应用于规划编制、耕
地保护、不动产登记、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测
量、扶贫攻坚、乡村产业布局、旅游事业发展
等工作。

2018年初到7月底，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为
各单位提供地理空间成果数据达313批次，数
据总量116.16TB，总价值约10.52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谭登

9月3日， 中小学生正式走进新学期课
堂，意味着暑期旅游高峰渐近尾声。

记者暑期走访张家界市、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怀化市等地发现，以张家界为龙
头的大湘西旅游板块十分火热，我省旅游市
场呈现快速增长、供需两旺的态势，但也存
在些许问题，更有发展的迫切期待。

龙头景区一马当先，新业态
势头强劲

8月14日，已是下午5点，等待进入张家
界大峡谷景区的游客仍然排着长龙。 据介
绍，8月以来，已连续6天每天有超2万游客进
入该景区，而去年全年仅有3天。

“天门山有多火，已不能用单日接待游
客数量来衡量。 ”天门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田辉林介绍， 由于索道运力有限，
景区采取限流措施确保游客体验感，每天最
多接待2.4万人次，一些游客不得不被“拒之
门外”。“新建的索道明年投入使用后，运力
将大幅增加。 ”

武陵源核心景区8月份同样迎来井喷，
每日一次进山人数在3万左右。 6月9日至8月
9日，该景区共接待游客102.19万人次，同比
增长12.69%。 黄龙洞接待游客31.77万人次，
同比增长达64.04%。

吉首市矮寨奇观景区今夏也成为大热
门。 今年3月，该景区开放全新的悬崖栈道景
点，专攻华东和广东市场，一下变火，8月份
前10天就接待5.5万人次。

“今年7月以来，可以说是自治州旅游最
火爆的一个暑期。 ”自治州旅游部门负责人告
诉记者，凤凰《巫傩神歌》旅游演艺已由每日2
场增加至5场，除凤凰古城外，全州多点开花，
特别是猛洞河漂流、马拉河人体漂流、小溪原
始森林等，成为众多游客休闲避暑之地。

在怀化，雪峰山景区穿岩山单日游客高
峰期达1.1万人次， 景区所在的溆浦县城一
床难求。 洪江区条件稍好酒店也早早被预
订，怀化市星级酒店入住率高达95%以上。

数据显示，6月9日至8月9日， 张家界景
区接待游客 1613.24万人次， 同比增长
27.67%；自治州暑期至今40多天接待700万
人次，同比增长18.35%；怀化市7、8月预计接
待980万人次，旅游收入80亿元。

多元客流叠加，张崀桂线路
崭露头角

游客从哪来？
记者走访张吉怀一线重点景区，负责人

均表示，暑期本是旅游高峰期，今年不一样
的是， 公职人员8月集中休假， 带动了家庭
游、亲子游，多元客流叠加，成为张吉怀地区
客流主体。

在吉首矮寨大桥游客中心，一个来自福建
的自驾车队从桂林-崀山-洪江-凤凰一路驶
来，将前往张家界。 车队队长告诉记者：“虽然
不熟悉路线，走了一些弯路，但沿途美景不胜
枚举，壮、土、苗、侗4个民族各具风情，桂林、崀
山、武陵源、老司城四大世界遗产令人向往。 ”

张吉怀一线旅游热，张崀桂旅游走廊开
始崭露头角。

2016年，我省提出实施“一核三极四带
多点”区域发展战略，将张吉怀生态旅游经
济带列为“四带”之一。

省旅发委将其作为全省旅游工作的重
中之重，推动形成张吉怀旅游共同体，主动
协调跨省区域旅游合作，组织专家团为张崀
桂旅游走廊建设支招。

同时，大湘西文化生态旅游走融合发展
之路，出炉12条精品线路，近3年安排专项资
金4.6亿元，以旅游交通标识系统、乡村游客
服务中心、自驾车营地、精品民宿等为主要
建设内容，突破行政区域限制，把分散的景

点串珠成链。
省旅发委主任陈献春表示， 在省委、省

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我省旅游产业大环境不
断优化。 针对大众旅游需求，提供全域旅游
供给，供需两旺是大湘西暑期黄金旅游季火
热的主要原因。

邻近省市崛起，还需多些紧迫感
“近30个省市3000多名选手参赛，选手

会携带多名亲友同行，黄龙音乐季为张家界
带来至少10万人次的游客量。 ”黄龙洞景区
相关负责人卓名成表示，将音乐与旅游跨界
融合，黄龙音乐季大获成功，拓宽了张家界
旅游市场，并形成辐射效应。

“在贵州铜仁、湖北恩施等地旅游强势崛
起的情况下， 景区人数和收入能够获得大幅
增长，实属不易。 ”卓名成坦言，正是一系列在
全国有影响力的创意营销活动， 这个暑期游
客趋之乐之，一改上半年景区疲软之势。

事实上，上半年武陵源核心景区、张家界
大峡谷景区等也存在低迷情况。 景区负责人
表示，暑期出现井喷有“意外之喜”的感觉。

记者了解到， 与大湘西邻近的贵州、湖
北暑期旅游同样火热。 特别是贵州省针对
粤、沪、浙、苏、渝等10个省市游客，实行分时
段景区免门票、高速公路通行5折优惠，散客
乘坐早晚航班票价减半和机场免起降费等
做法，产生巨大虹吸效应，去年全省接待游
客7.44亿人次，旅游总收入7116亿元，首次
超越云南省，有后发赶超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湖北、江西、贵
州等省都得到国家外交部支持，统一资源品
牌，进行国际化推介，力度很大，而我省这方
面还缺乏大动作。

旅游专家表示， 中国旅游市场正迎来爆
发期，我省要抢抓机遇，在取得成绩的基础上
还需多些“慢进亦退”的紧迫感，相关旅游优
惠配套举措等亟待跟进，整合营销势在必行。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8月22日，在新田县陶岭镇东山岭村，村
民们忙着采摘、加工陶岭三味辣椒。 村民郑
金玉告诉记者，近年，通过推动陶岭三味辣
椒产业化发展，已带动1500多人脱贫。

陶岭三味辣椒仅在新田县陶岭镇东山岭
村等16个村种植。 辣椒烹饪后，入口甜、细嚼
辣、咽后香，明清时为贡品。 因当地土壤富含微
量元素硒，陶岭三味辣椒还是富硒产品。 上世
纪80年代，当地乡镇企业加工的陶岭三味辣椒
酱，为湖南辣椒酱品牌前三强，产品远销新加
坡、斯里兰卡和印尼等国家和地区。

后来，由于种植分散效益低、加工产品单
一，陶岭三味辣椒种植面积缩减至100多亩，品
种退化，仅剩两家小作坊还在加工辣椒酱。

如何振兴陶岭三味辣椒产业？ 2013年，东
山岭村经济能人郑生雄主动担当起这份责任。
这年，郑生雄从广东珠海返乡，流转陶岭镇陶岭
三味辣椒种植核心区5000亩土地，严格按照施
有机肥、在辣椒地周边埋田螺壳等传统方法进

行种植，并推动陶岭三味辣椒产业化。
郑生雄还主动联系省农科院，开展陶岭

三味辣椒鉴定、 提纯与复壮。 从传统产区
2000多株辣椒中，筛选出12株，培育最能代
表三味辣椒品相与风味的2个株系。 对辣椒
花期、果型、生育期、辣椒素含量、辣椒红色素
含量、抗性水平等，也制定了量化标准。

2014年，陶岭三味辣椒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认证。 去年，陶岭三味辣椒种植系统
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目
前，陶岭三味辣椒种植面积恢复到上世纪80
年代的5000亩。

郑生雄在推动陶岭三味辣椒种植规模
化、标准化的同时，积极开发出陶岭三味香
辣酱、剁辣椒、香辣牛肉酱、香辣鱼仔等系列
新产品，产品多次获评全国名优硒产品。

郑生雄还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去年来，陶岭
三味辣椒系列产品网上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

目前， 通过发展陶岭三味辣椒产业，解
决了2000多人就业，其中大多为当地贫困村
民，平均月工资2000多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贺勇专

“感谢扶贫政策，感谢扶贫干部，我家2017
年顺利脱贫了!”近日，双峰县荷叶镇两头塘村
贫困户韦保珍一瘸一拐地迎了出来，对前来走
访的县财政局扶贫干部连声道谢。

今年45岁的韦保珍是贵州人、小儿麻痹
症患者。 1998年经人介绍，她与两头塘村王
立明结婚。 婚后夫唱妇随，勤俭持家，一家4
口生活得和和美美。 该村党支部书记邓伟告
诉记者：“韦保珍舍得做事，舍得霸蛮。 十几
年前为建这幢房子，她起早贪黑干了7个月，
从土地审批、动工、施工到材料采购，她几乎
全包了，在左邻右舍的帮助下硬是把房子建
好了。 ”

韦保珍虽吃得苦，但毕竟身体残疾，加上
丈夫身材矮小还患有多种疾病，两个小孩读书，
家庭常常入不敷出。 2014年，韦保珍家被评为

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7年，该村被确定
为双峰县财政局的对口扶贫村。 韦保珍一家成
为该局办公室主任胡志高的帮扶对象。“多亏了
胡主任。 根据我们家的情况，他帮我办了5万元
的贴息贷款，叫我买些猪牛和鸡来养。还支持我
承包了村里10多亩水田。 ”说到帮扶责任人胡
志高，韦保珍有些激动。

该村妇女主任对韦保珍是既佩服又信服：
“她边干边学，逐渐掌握了鸡鸭育苗、猪牛喂养、
饲料配制、动物防疫等技术，越养越顺手。 而她
承包的10多亩田也没落下。 不论酷暑严寒，她
总是一瘸一拐地在田里劳作。 ”

韦保珍觉得，没有大家的帮助，自己不会
这么快脱贫。 她算起了“明细账”：“2017年，
光产业奖扶资金、教育助学资金等，我就领
到了1万多元。 镇上还为我办理了残疾证，享
受低保和产业扶贫政策的‘红利’。我养的猪、
牛、鸡，帮扶队员还帮着我卖。 这些干部，把
我这个残疾人当亲人看呢。 ”

� � �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
员 叶飞艳）记者日前从省人社厅了解到，近
日， 经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研
究，确定了全国156家单位205个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 我省有中国建筑第
五工程局技工学校、湖南工贸技师学院被确
定为集训基地。

其中，湖南工贸技师学院入选塑料模具
工程项目集训基地，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技

工学校入选砌筑项目、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国家集训基地。 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技工学
校作为砌筑项目排名第一的牵头集训基地，
将履行集训工作主体责任，承担该项目集训
主要组织实施工作。

据悉， 在今年6月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上，湖南共有10名选手入
选国家集训队。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明
年8月在俄罗斯喀山举行。

“解码”国土空间监测监管

经济视野

精准扶贫在三湘

最火假期有多火
———大湘西暑期旅游观察之一

“老品牌”注入新活力

瘸脚“ ”出脱贫路

湖南两所院校被确定为
第45届世技赛中国集训基地

我省共有10名选手入选国家集训队

让湘绣走进现代生活
9月1日，长沙市开福区万达公馆，市民在省湘绣研究所绣女老师（右一）的指导下学绣湘

绣。 近年来，随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湖南省湘绣研究所大力开发湘绣创意衍生品，让传统
湘绣走进现代生活，让更多人领略湘绣之美。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