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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安厅特勤局集体换装入警
1月1日上午，省公安厅特勤局隆重举行集体换装暨入警宣誓仪式。根据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有关精神，公安警卫部队不再列武警部队序列，全部退出现役。昔日身着
戎装的武警警卫官兵，今朝换装警服，成为公安特勤干警。至此，我省公安警卫部队
改制工作如期圆满完成。 湖南日报记者 罗新国 摄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郭啸 余洋) 根据国家移民管理
局统一部署，今天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
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在长沙正式挂
牌成立，并举行转改官兵集体换装仪式。
这支驻守国门一线的公安边防部队褪下
橄榄绿，着上崭新的藏青蓝，开启湖南出
入境边防检查事业新征程。

2018年3月，按照党中央关于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 国防和军队改革的决
策部署， 公安边防部队将不再列武警部
队序列， 全部退出现役。2018年12月25
日， 湖南省公安边防总队全体官兵集体
退出现役， 部队成建制划转国家移民管
理机构， 现役编制全部转为人民警察编
制。 改制后的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
由国家移民管理局领导管理，下设长沙、
张家界、 岳阳3个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主
要承担长沙黄花国际机场、 张家界荷花

机场、 岳阳城陵矶港等对外开放口岸出
入境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出入境边防检
查、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审核签发外国人
临时入境许可、实施边控工作、防范查处
非法出入境活动等职能任务。

目前， 湖南一类对外开放口岸共开通
了往返美、英、德、澳等23个国家(地区)65条
航线， 高峰时段每周出入境航班350余架
次。2018年，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共检
查出入境人员280万余人次， 同比增长
11.7%； 检查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77万架
(艘)次，同比增长14.6%，出入境检查任务再
创历史新高，稳居中部六省前列。

湖南边检机关组建29年来， 在抗洪
抢险、抗冰救灾、抗击非典等急难险重任
务中甘当先锋、不畏艰险，在口岸查缉、
维稳管控、重大安保任务中忠于职守、无
私奉献， 为湖南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日报1月1日讯 （记者 孟姣燕）
元旦假期，为安全起见，全省超200处景
区暂时关闭，但冰雪挡不住游客的脚步，
各种冬季特色旅游活动搅热假日旅游。

雪后银装素裹，观冬景、赏雾凇，
去乡村体验民俗乐趣成为一大热门。

益阳全市乡村旅游气氛浓厚， 桃江安
宁竹谷、寨子仑、紫薇人家民宿等乡村
旅游点游人如织；在桃花源景区，万人
同品桃花源擂茶盛宴，见证“擂王”诞
生；岳阳6501景区，打糍粑、滚铁环、打
陀螺等互动活动，让人其乐融融；永州

上甘棠景区、 勾蓝瑶寨景区实行免门
票活动， 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游
览。

温泉，是寒日里的主角。长沙灰汤温
泉度假区、 紫龙湾温泉大酒店等火爆依
旧；永顺县润雅温泉、不二门野溪温泉以

品质高、环境好，受到游客青睐，其中不
二门温泉3天接待游客2058人次，门票收
入8.92万元。

此外， 齐白石原作回乡展在湘潭市
博物馆开展，为游客捧出文化盛宴；世界
之窗跨年狂欢晚会，汇集电音达人、摇滚
大咖，带来跨年视听盛宴；华谊小镇举办
璀璨烟火秀与跨年音乐会， 开启全新的
美好一年。

银装素裹惹人醉 主题活动迎新年

湖南出入境边检总站
挂牌成立

转改官兵集体换装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黄得意

深入中国腹地，感受潇湘之美，正成
为越来越多境外游客的选择。

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2015年
起，我省入境游彻底扭转了连续3年负增
长的局面， 实现强劲增长，2015年至
2017年年平均增速高于全国17.3个百分
点，2018年同比预计实现较大增长。

是什么让“锦绣潇湘”越来越响亮，
吸引更多游客共赴三湘四水的盛情邀
约？

全球“挖”客，目的地变客源地
泰国一直是湖南人出境游的首选

地。如今，湖南却把这个全球著名旅游目
的地的人“挖”来了。

自我省在泰国创新举办文化旅游合
作交流活动以来， 来自泰国的游客显著
增长，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70%以上。
仅湖南华天国旅一家，2018年已接待泰
国游客近万人。“预计全年同比增长超
60%。”该旅行社入境中心总经理李再兴
信心满满。

不仅是泰国，韩国、日本、美国、英
国、俄罗斯、德国等国家已成为入湘的主
要客源国。 我省旅游开放发展的步伐越
来越快。推介每到一地，就火一地，旅游
品牌影响力、吸引力进一步扩大，成为湖
南展示对外形象的重要名片。

事实上， 入境游一直是我省旅游业
的一块短板，2010年至2014年， 我省入
境旅游增速下滑， 甚至出现2012年至

2014年连续3年负增长。2015年以来，特
别是我省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略
以来，入境旅游市场开拓取得新突破。

2016年，省委、省政府将建设全域旅
游基地作为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战
略的重要抓手，2018年把发展入境旅游
纳入加快推进开放崛起专项行动， 构建
全域旅游开放发展新格局。

2015年至2017年，全国入境游客年
平均增速为2.23%，湖南省入境游客数量
从226.05万人次增长到322.7万人次，年
均增长19.48%， 高于全国年均增速17.3
个百分点。2018年，面对全球复杂的经济
形势，我省预计全年接待入境游客355万
人次，同比增长10%。湖南作为全国唯一
省份入选《孤独星球》发布的“世界十大
最物超所值的旅行目的地”。

政府“做媒”，企业“相亲”
2018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亲自

部署并带队，深入开展“锦绣潇湘”走进
“一带一路”国家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系列
活动，推动构建外事、外宣、外经、外资、
外贸“五外”联动的“大外宣”格局，活动
规格高、覆盖范围广、促销效果好。

全省旅游系统以开展“开放主题年”
活动为契机，实施“湖南入境旅游全球战
略合作伙伴计划”，按照对接“500强”的
思路结伴合作， 组织到27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文化旅游合作交流系列活动60场
次。“走出去”的同时，邀请17个国家和地
区300名境外旅行商和媒体来湖南实地
踩线考察宣传推广湖南旅游产品。

2018年，我省与20家境外旅游部门
和旅行商、旅游投资商、旅游装备制造商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 国际

“朋友圈”持续扩大。
2018年我省实施的“万名游客畅游

老挝”计划，已完成4193人次，活动在两
地反响热烈；

湖南与美国在文化旅游领域的合作
交流不断深化， 我省年接待美国游客突
破8万人次，2018年有望突破11万人次，
美国成为入境湖南的第4大客源国；

2018年1至7月，我省接待俄罗斯游
客3.1万人次，同比增长65.94%，湖南与
俄罗斯的红色旅游国际合作交流迸发出
蓬勃生机。

……
政府塑形象，企业推产品。
在2018莫斯科国际旅游交易会上，

湖南中青旅业随湖南团赴俄推介。“红色
旅游线路， 受到俄罗斯旅行商重点关
注。”该公司董事长陈丽芳介绍，在政府
部门的搭桥下， 公司成功加入欧洲组团
旅游联盟，并与当地组团社高效对接。

2018年， 我省重点旅游企业积极走
出国门推介旅游产品和线路， 与境外旅
行商结伴，探索形成合作新模式。

精准营销，开拓多元入境
客源市场

2018年8月，湖南旅游体验营销首秀
英国。不仅通过“旅游+航空”的方式主办
旅游推介会， 而且首次采用旅游体验营

销方式。主办方邀请英国人来讲故事，分
享他们在湖南的亲身经历。 以客源地国
家的视角来讲述湖南故事， 达到了良好
效果。

2018年， 我省推动企业深入了解国
际旅游消费变化趋势， 针对境外游客细
分市场， 邀请当地知名旅行商参与研发
设计湖南入境旅游产品线路和海外推广
方案， 提升产品研发与市场营销的专业
性和精准度。

比如， 面向美国各大华人侨团和美
籍华人推介“心愿之旅” 祈福寻根旅游
线， 在海岛国家多米尼加集中推介以张
家界为代表的山地旅游线。

“目前，全省入境旅游总体呈现良好
发展态势， 多元化的入境客源市场体系
正在形成，但还存在总量不大、结构不优
等问题。”我省旅游专家表示，应研究促
进外国人入境、过境旅游便利化措施，探
索实施境外旅客离境退税、144小时过境
免签等政策。

“相比入境游，旅行社更热衷于开展
利润高的出境旅游业务。”省旅行社协会
负责人说， 我省应加快入境旅游发展奖
励补助办法， 对发展入境游有贡献的企
业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 让企业先把生
意做起来，形成发展入境游的合力。

“文化旅游是对外开放的窗口产业，
入境游大有可为。”省文化和旅游厅厅长
陈献春表示， 我省将持之以恒加大入境
旅游精准推广和整合营销， 加强顶层设
计，探索建立全球化合作新机制，进一步
讲好湖南故事。

� � � �随着全域旅游发展，湖南入境游渐入佳境。2015年至2017年，湖南入境
游客数量年均增长19.48%，高于全国年均增速17.3个百分点。2018年，我省
入境游客数量预计增长10%———

湖南入境游为何强劲崛起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01月 01日

第 2019001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88 1040 403520

组选三 503 346 174038
组选六 0 173 0

6 44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01月01日 第2019001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6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83324272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4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657038
4 19726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822
47264

1059312
5761518

27
1687
37632
204153

3000
200
10
5

1510 15 32 3313

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成立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左丹）2018年12月29日，湖南

省新闻传播学会成立暨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湖南大学举
行。会上，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院长彭祝斌当
选为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尹韵公为学会
名誉会长。

据统计，湖南省目前共有34所院校开办了新闻传播教育
专业，其中本科院校21所，独立院校4所，高职高专院校9所。
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的成立，将有效整合省内高校和社会各
界力量，推动全省新闻传播教育科学发展和专业建设，促进
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为湖南乃至全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
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湖南省新闻传播学会已在省内高等院校、主流媒体等相
关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中发展单位会员23家，汇聚了省内实力
最强的21所本科院校的新闻传播教育机构、 高职高专院校、
高校学报以及省内新闻传播学界、业界的一批领军人物和骨
干力量。

去年查处重点交通违法
近300万起

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死亡
人数双降

湖南日报1月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雷文明）记者
今天从省公安厅交警总队获悉，2018年公安交管部门推动交
管工作转型升级， 确保了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稳定，
全年发生一般以上道路交通事故起数、死亡人数同比分别下
降15.44%、20.52%。

深化事故深度调查和责任追究，2018年对35名涉案人员追
究刑事责任，处罚隐患突出运输企业主管人员74人，另有63名监
管部门工作人员被追究党纪政纪责任。 以道安委名义强力推动
平安县市创建，全省119个县级行政区域推行了“路长制”，乡镇
交管站、村组劝导站覆盖率分别达到96%、91.17%。

全省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推进隐患清零，8类重点车检验率每
月均达到或接近100%， 重点驾驶人审验率、 换证率提升到
97.46%、99.73%。 报请省政府对46处事故多发路段实施重点督
办，完成整改45处；持续推进公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建设，交通
运输部门牵头完成16305公里安防设施建设、970座危桥改造。

通过大数据强化分析研判， 依托查缉布控系统等实现精准
管控、精准打击。2018年共查处重点交通违法299.52万起，行政
拘留25758人，办理危险驾驶案件7533起，刑事拘留3080人。

全面推动交管业务“放管服”改革措施落地见效，全省设
立社会服务网点375家，累计网上办理业务4亿笔，一证办理
车驾管业务122万余笔，减免机动车业务申请材料300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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