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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邹仪 严万
达 通讯员 杨雄春 李宗凯）今天，湘南观赏
冰挂，云海又添一景，总投资11亿余元的蓝
山云冰山旅游项目正式开门迎客。这是地处
湘江源头的蓝山， 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承接资本和产业转移，发挥生态旅游资源优
势，推动旅游业发展带来的新收获。

云冰山地处湘粤交界， 平均海拔1200

多米， 是南北气流汇集的风口和候鸟迁徙
的必经之地，有云海、冰挂、雾凇、高山杜
鹃、竹林溪谷等生态景观。初冬时节，随着
冷空气南下，云冰山上气温骤降至零下2摄
氏度，植物上的露珠迅速凝结成冰，被风力
雕琢成一尊尊千姿百态的植物冰雕， 犹如
一座天然冰雕博物馆。待气温稍有回升，山
间云蒸雾漫， 云海随着气流在山坳间升腾

盘旋，纵情舞蹈，仪态万千，似人间仙境。
2017年12月，蓝山县委、县政府通过招

商引资， 引进香港新井集团和珠海易航通
用航空有限公司，建设云冰山旅游区。项目
一期完工， 现已初步形成高山苔藓户外科
普园、云冰花海、“千年鸟道”观景中心、养
生雾浴园、“冰雪奇缘”主题度假木屋、风中
吊桥、奇幻冰挂等一批旅游景点。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陈昊 通
讯员 喻根深）今天，吉首市重点产业建设
项目———金海现代建筑智能制造产业园
在吉首经济开发区正式开工。该市向国家
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目标又迈进了一
步。

金海现代建筑智能制造产业园是由湖

南金海集团投资8亿元建设, 面向大西南地
区发展的重要生产基地。项目建成投产后，
可达到年产180万平方米钢结构装配式建
筑和3万吨装配式钢结构桥梁部件的生产
能力，年实现工业与建安产值25亿元、利税
3亿元，提供就业岗位600个，市场辐射半径
可达周边4省市的广大地区。

湖南金海集团是首批由国家住建部认
定的国家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企业， 设立
了以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克俭为核心的企业
院士工作站和湖南省钢结构技术中心。今
年8月，吉首市获评“湖南省装配式建筑示
范城市”，目前正在积极申报国家级装配式
建筑示范城市。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见习记者 陈新
通讯员 周丽莹） 出门坐地铁没带现金怎么
办？ 遇上出行高峰， 如何避免排队购票？近
日，长沙地铁APP正式上线，大家期待已久
的长沙地铁互联网售检票系统正式投入使
用。今后，市民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就能
轻松过闸乘坐地铁。

“太方便了，手机只要扫码就能坐地铁
啦！”长沙地铁APP刚上线，乘客朱女士立即
下载，尝了一把鲜。记者打开长沙地铁APP
发现，这款APP不仅可提供自助补票、退票

功能，还能提供查询乘车记录、账户、地铁线
网图、票价表、首末班车时刻表等地铁资讯
服务。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目前，长沙地铁1、2号线全部43
座车站均设置2台以上闸机可刷码过闸乘
车， 乘客在注册长沙地铁APP后可选择和
包、银联、支付宝、微信等支付渠道为电子储
值卡充值或购买电子单程票，也可在互联网
售票机上刷二维码换取实体单程票，或直接
通过线上支付购买实体单程票。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李永亮 张咪 周
益民）12月19日，株洲市召开“城乡统筹·幸福
株洲”养老服务行动推进大会，同时启用养老
服务监管平台、手机APP、12349热线，该市由
此开启线上线下互动的“智慧养老”新模式。

近年来，株洲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老龄化
问题。目前，该市60岁以上老年人达74.07万
人，占全市总人口18.15%。去年11月，该市
获批为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试点
城市。随后，该市以打造宜商、宜业、宜居、宜
养老的康养之城为目标，开展养老服务“城
乡统筹·幸福株洲”系列行动，以实现居家和

社区养老服务社会化、便利化、标准化、信息
化、融合化、专业化。

这次启用的养老服务监管平台、 手机
APP、12349热线， 是株洲市推行“智慧养
老”的举措之一。其中，监管平台整合了各县
市区养老服务平台资源， 通过社会化运营，
构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打造“15分钟养
老服务圈”；手机APP则将养老机构、家政服
务等信息推送上网， 以满足老年人各类需
求， 实现线上点单、 线下服务无缝衔接；
12349热线则负责接受养老方面的投诉举
报，收集各方意见建议。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讯员 王鑫平） 浏阳市旅游局前不久印制
的《浏阳旅游宣传扑克》一经问世，就受到游
客和扑克收藏爱好者的广泛好评。记者近日
得以一睹其真容：一张张美景荟萃、赏心悦
目，浏阳旅游尽收掌心。

扑克牌，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娱乐工具，便
于携带、保存，并且能反复使用。而扑克牌简
单、实用、成本低、宣传广泛等优势，让其具有
较高的广告宣传功能。在每一张扑克牌上，印
上旅游景点的精美照片， 扑克牌岂不成了浏
阳旅游的宣传名片？创意一出，马上行动。《浏

阳旅游宣传扑克》 由浏阳市文联副主席刘正
初牵头设计， 选取了浏阳全市景区景点中具
有代表性的54幅精美图片作为图案， 简明直
接地介绍了全市54个景点， 浓缩了浏阳旅游
景区景点的风采。

记者看到，在扑克牌背面，还植入了“浏
阳旅游”“智游浏阳”公众号的二维码，游客
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全方位了解浏阳旅游。
浏阳市旅游局局长陈刚介绍：“这副扑克牌
既是一种宣传载体，也是游客来浏阳旅游的
纪念品，对扩大旅游宣传推介将起到积极的
作用。”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王晴 通讯
员 吴德胜）“中甘系列102、105等5个新品种
比常规品种每亩要增产300公斤以上。” 12
月17日，80岁高龄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蔬菜遗
传育种专家方智远在岳阳市君山蔬菜科技园
甘蓝试验区欣喜地介绍，“‘新泰和’为全国的

甘蓝生产又一次闯关成功。”
君山蔬菜科技园去年成立新泰和院士

工作站以来，在前几年试验的基础上，重点
进行了中甘101、 中甘106等甘蓝新品种的
生产示范， 同时对13个新组合进行了试种，
掌握了技术参数，形成了技术规范。

湘江源头旅游风生水起
蓝山云冰山景区开园迎客

向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示范城市迈进

金海现代建筑智能制造产业园开工

长沙地铁APP上线
市民可手机购票扫码乘车

株洲开启“智慧养老”新模式

一副扑克牌在手 浏阳美景全都有
《浏阳旅游宣传扑克》受热捧

岳阳为全国甘蓝生产“闯关开道”

12月24日， 张家界市武
陵源区土家族织锦艺人加紧
制作顾客定制的“猪年”版本
手提包、车挂、围布等织锦产
品。 土家族织锦技艺历史悠
久，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目前，
武陵源区有土家族织锦从业
人员2000多名， 开发的土家
织锦产品100余种，不仅俏销
当地旅游市场， 还出口到意
大利、马来西亚、韩国、美国
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吴勇兵 摄

赶制织锦
迎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