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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喜庆热闹的元宵节过后，2019年春节落下帷
幕。

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了2019春节假期
（除夕至初六）全国游客接待排名前10位的省域，
其中，湖南省位居第三；春节客流轨迹显示，湖南、
安徽、重庆等地游客净流入最为明显。据国家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的春节假期旅游数据显示，7天假
期内，湖南以3074.56万旅游总人次和210.08亿元
总收入，位列全国第八，同比分别增长12.99%和
18.34%。

淡季不淡，春节游湖南，火了！

全域开花，三四线城市升温
“这个春节格外不同，从正月初二开始游客

日益增多，热度堪比‘十一’黄金周。”中国国旅湖
南分公司总经理许剑说，该旅行社今年春节期间
推出了13条春节特色产品线路， 其中长沙周边
游、 南岳祈福游和张家界观光游3条线路最为火
爆，且多为举家出游；许多境外旅行者也趁着新
春佳节，前来湖南体验传统年味。

“今年春节旅游市场另一大显著特点是游客
足迹踏遍全省各地。”许剑介绍，全省不仅长沙、
张家界、南岳、韶山这些老牌旅游目的地火，分别
拥有崀山、东江湖、石牛寨等龙头景区的新宁、资
兴、平江等县市，旅游也火爆十足。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与国庆长
假全国各地旅游较为均衡不同，春节期间南方旅
游市场热度更高。在春节游客接待量前60位城市
中，衡阳市位居全国第四，邵阳市位居全国第五。
此外，湖南还有常德、永州、长沙、岳阳、郴州等5
个城市上榜。

报告分析， 春节期间大批外出务工者返乡，
推动了三四线城市旅游升温。

携程近日发布的《小镇青年春节旅游图鉴》
显示，相比一二线城市，“小镇青年”的旅游热情
高涨，出游增幅同比高达101%。“‘小镇青年’主要
是指生活在三四线城市和城镇的90后人群。”携
程旅游专家介绍，他们正成为旅游消费升级的重
要群体。在“小镇青年”最喜爱的全国十大旅游目
的地城市中，长沙位列第六。

特色鲜明，周边游“说走就走”
“湖南郴州是离广东最近的出游目的地之一，旅

行社整合郴州丰富的地接和住宿资源， 推出一组主
打高端轻奢游的短线产品， 在广东市场表现不俗。”
岭南控股广之旅国际旅行社介绍，略带“清新”气质
的郴州让越来越多“老广”刮目相看。

春节期间，郴州的“热汤白雪”流金淌银。各

大温泉酒店热气腾腾，十分抢手。郴州五盖山滑
雪场更是“截和”了原本打算去北方滑雪的大批
广东游客。正月初二起，资兴境内精品民宿一房
难求，春节期间接待游客1.1万人次，其中广东游
客超过80%。

在长沙，铜官窑古镇、华谊兄弟长沙电影小
镇、炭河古城、火宫殿庙会等看点多多；在湘潭，
韶山红色旅游火爆十足， 窑湾景区掀起民俗热；
在永州，宁远舜帝陵祈福旅游特色鲜明，零陵古
城趣味体验“年味中国”。

“根据客源地游客市场的需求，增加旅游新
投资新供给，是我省旅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调整
的主要原因。” 吉首大学旅管学院副院长鲁明勇
教授表示，近年来温泉康养游、乡村民俗游、红色
文化游等旅游产品丰富了冬日供给，激发了人们
的出游愿望，并形成春节消费热点。

如今，交通的便捷让旅游“说走就走”。“抢抓
交通改善机遇，我省提质旅游服务，创新旅游营
销。”鲁明勇说，春节旅游热，说明“锦绣潇湘”品
牌营销产生了效应。

文化驱动，旅途飘满“湖湘年味”
正月十五，橘子洲赏烟花，长沙向世界发出

诗意邀约；张家界市元宵灯会盛大开幕；南岳龙
腾狮跃闹元宵……

从除夕到正月十五，春节期间全省1500余项

文化和旅游活动年味十足、热闹喜庆，成为“吸客
法宝”。各地深化文旅融合，充分利用世界文化遗
产、文物遗迹及博物馆、纪念馆等发展文化旅游，
开展古镇、古街、古村落旅游，推动剧场、演艺、游
乐等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开展文化体验旅游。

省文化和旅游厅春节假期数据显示， 文化类
景区相比自然观光型景区出游人次增长明显。其
中，民俗类景区如桃花源、皇都侗文化村、芙蓉镇、
边城茶峒，祈福景区如炎帝陵、九嶷山、南岳，红色
景区如韶山、刘少奇纪念馆、汝城沙洲，文博景区
如省博物馆、曾国藩故里、齐白石文化旅游区等，
都成为春节出游细分市场的人气景区。

“尽管湖南冬季气候条件不如南方沿海城市，
但文化旅游基础好， 春节旅游市场依然红火。”省
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春节期间的旅游
消费呈现出较强的文化驱动， 充满年文化的旅游
产品也已成为很多家庭的必备“年货”。

“春节湖南旅游热度高，但相比广东等旅游强
省，我省还有一定差距。”吉首大学旅管学院副院
长鲁明勇教授建议， 湖南应加快全域旅游基地建
设，进一步拓展旅游市场，有针对性地对湖南主要
客源市场进行优惠营销；同时，挖掘曾国藩文化点
燃湘中旅游，打造屈原入湘旅游线路，用红色文化
激活大湘西红色旅游资源， 活化利用世界文化遗
产老司城和全省重点博物馆， 以湖湘文化唱响湖
南旅游，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朱永华

最近“朋友圈”里有一篇文章，毫
不吝啬溢美之词，图文并茂，一个劲
地夸平江县城“美极了”“帅呆了”。细
细读下来，才知道真的不是吹牛。

作者老聂是一个外地人，与平江
的交集纯属“萍水相逢”。他描述的场
景是，正月初八从武汉走高速去广东
偶然绕进平江的见闻。 他说的平江
“美”“帅” 指的是平江县城极其整洁
和干净。

在他眼里， 平江干净得 “令人发
指”———车行经过的道路路面以及路
基几乎没有杂物纸屑。当然，仅有这一
点不足为奇。老聂一路深入平江县城，
不断被震惊： 大凡大排档往往是城镇
的卫生死角， 而平江的夜市排档依然
是洁净清爽，看不到杂物，就连垃圾桶
旁边也擦得锃亮； 在酒店楼上俯瞰四
周更有说服力———虽说是阴雨绵绵，
但是目力所及，四周一尘不染、整洁明
亮，没有乱搭乱建，看不到浊水横流。
老聂感慨：平江真的是一座眉清目秀、
面容如洗的小城。

有意思的是老聂的文章引来了
一大波平江本地人的跟评，字里行间
是满满的认同和自豪。有的说，我孩
子他爸就是保洁员，风里雨里从不间
断；有的提议：你来平江的农村看看，

也很漂亮干净，每个村都有专职的保
洁员；有的进一步补充：我正月初二
回到平江， 没发现一处鞭炮烟花纸
屑， 一般的垃圾站应该是有味道的，
但是从平江的垃圾站路过，几乎闻不
到令人不悦的味道，公共汽车站的凳
子也是干干净净；有的可能是政府部
门的人，态度很诚恳：感到责任重大，
会更加努力工作，为平江市民创造干
净、舒适的环境。

与长沙近在咫尺的平江县，一般
人知道那里文化深厚， 有诗圣杜甫
墓，是红色沃土，至于其他方面则知
之寥寥。这篇文章显然刷新了普通人
心目中平江县的印象。 笔者上网得
知，平江去年获评全国文明城市提名
城市，全县各方面正在向全国文明城
市努力，这恐怕是平江县城整洁漂亮
的重要原因。

但细究起来，事情也并没有这么
简单。 平江的城市面貌保持如此状
态，特别是得到外地看客、各界人士
的好评，经得起通透的洞察，实属难
得。说明平江县通过文明城市的创建
确实把文明水平提上了新高度。要追
溯今日的平江县为什么这样 “漂亮”
和“帅气”，平江人的评议其实已经给
出了答案：深度自觉、强烈的责任感
和良好机制，是一座城市芳颜永驻的
妙方。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欧金
玉 通讯员 曲超瑛）今天，2019年度
全省信访工作暨省信访工作联席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
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黄关春出席会
议并讲话，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
组副书记王柯敏主持会议。

黄关春充分肯定了2018年全省
信访工作取得的成绩。他强调，要把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
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
全年信访工作的首要政治任务，推动
我省信访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准
确把握当前形势，进一步增强做好信
访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

防范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充分思想
准备和工作准备， 做到居安思危、知
危图安， 牢牢掌握信访工作主动权。
以信访工作制度改革为动力，进一步
推动信访工作高质量发展。继续深化
信访工作制度改革，坚持法治思维和
法治方式，不断创新信访工作方式方
法。要以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主
线， 进一步打好信访矛盾化解攻坚
战。 要切实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领
导，进一步形成做好信访工作的强大
合力；充分发挥信访工作联席会议机
制， 推进信访工作责任落实落地，推
动群众问题及时就地化解，为新中国
成立70周年创造良好环境。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苏莉 通讯员 符
谦）今天上午，省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省委举行
2019年第一次圆桌会议。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
部长黄兰香希望各民主党派努力建设高素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提升多党合作效能。

各民主党派省委主委何报翔、 杨维刚、 赖明

勇、潘碧灵、张灼华、胡旭晟、张大方出席会议。
圆桌会议通报了全国、 全省统战部长会议精

神，学习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等有关法规
文件，讨论协商了有关工作制度机制。各民主党派
省委主委就参政党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贯
彻落实有关法规文件进行交流发言。

黄兰香指出，建立圆桌会议制度，旨在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
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重要论述，创
新发挥我省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各民主党派省委
要进一步明确职责使命， 强化风险意识和底线思
维，努力建设高素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当
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要重点抓
好思想政治建设， 抓住各民主党派省市两级领导
班子成员和骨干队伍等“关键少数”， 通过“学”
“看”“谈”“思”，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
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最广泛地凝聚思想
共识，展现多党合作新气象，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
新湖南的伟大征程中彰显新作为。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陶琛）今天召开的全省
法院工作会议提出，要奋力推进全省
法院各项工作力争走在全国法院前
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农，省高
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田立文出
席会议。

会议提出，要紧紧围绕“努力实
现全省法院各项工作走在全国法院
前列”的目标，以深入开展“审判质
量、效率和公信力提升年”活动为抓
手，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为建设
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提供有力的司
法服务和保障。

会议要求树牢三级法院“一盘
棋”理念，创造更大的司法业绩。各级
法院领导要树牢“头雁”“头羊”、模范

带头的理念，真正成为全省法院跨越
式发展的中流砥柱。要树牢全面从严
治党永远在路上的理念，始终坚守廉
洁司法底线，锲而不舍抓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对于不抓落实造成
严重后果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会议对2018年度全国优秀法
院、优秀法官、法院办案标兵，以及全
省法院办案标兵、办案能手、“决胜执
行难战役”三等功、荣誉天平奖章等
获奖代表进行了表彰，宣读了《关于
开展全省法院“审判质量、效率和公
信力提升年”活动的实施方案》。省高
院党组成员、执行局局长郭正怀和各
中院院长向田立文递交《全省法院执
行工作继续走在全国法院前列责任
书》。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何金燕 通讯员
颜英华 周可）今天，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在长沙召
开，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许显辉出席并讲话。

2018年，全省公安机关在省委、省政府和公
安部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铺开并创造性开展政治
建警工作，有力维护了社会政治和治安稳定，实现

了刑事案件、命案、治安案件、交通事故“四下降”，
公众安全感、满意度和破案率“三上升”，多项工作
走进全国前列。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
之年。许显辉强调，要聚焦主责主业，坚决打赢政治

安全保卫仗、风险化解攻坚仗、严打犯罪主动仗、公
共安全治理仗、社会防控整体仗“五大硬仗”。以抓好
政治建警系列工程为重点，全面强化政治保障。以实
施改革强警战略为重点，全面强化动力保障。以实
施公安大数据战略为重点， 推进大数据智能化建
设和公安大数据实战应用，全面强化科技保障。以
执法规范化建设为重点，全面强化法治保障。以社
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为重点，全面强化基础保障。
大力推进“一村一辅警”、“城市快警”建设和“派出
所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领域
实名制工作。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周
建梅 梁可庭） 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今天在长沙召
开，副省长陈文浩出席。他要求，机构改革后的林
业系统要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坚持问题导向，抓好重点工作，为建设生态强省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湖南森林覆盖率从38.92%
增至59.82%， 绿水青山成为湖南的一张靓丽名
片。陈文浩说，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
识到，湖南林业还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比如，
自然保护地规划不科学， 探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实现途径任重道远，森林生态系统不缺“绿

量”缺“绿质”。
陈文浩指出，今后的林业工作，保护修复是根

本，绿色发展是主题，改革创新是动力。他要求，树
立系统思维， 顶层抓空间管控， 主体抓自然保护
地，关键抓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经常抓生态保护修
复监管执法，实施高质量的生态保护修复。在此基
础上， 积极主动推进生态资源面上的扩、 质上的
升、效上的增，实现生态空间拓展、生态质量提升、
生态产业增效。要继续深化机构改革、国有林场改
革、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深化林业科技创新、林业
投融资机制创新，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沙兆
华）今天，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在长
沙召开。会议明确2019年工作重点是，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切实统筹协
调各方面法治工作， 努力打造法治湖
南一体建设新格局。

去年，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政治生态焕发新气象，维稳安
保取得新成效， 调处各类矛盾纠纷33
万件， 在全国率先实现公共法律服务
中心、站、点全覆盖，全省基层司法所
根本解决“无人所”问题，发展新格局
进一步显现。

会议指出，今年全省司法行政工
作将旗帜鲜明地把政治建设放在首
位，坚持“首题必政治”的常态化学习
制度；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政

法工作条例》， 推进党支部标准化建
设，努力建设“对党忠诚、服务人民、
践行法治、公正廉洁”的司法行政队
伍。统筹推进全面依法治省，充分发
挥省委依法治省办的使命和职能作
用，推动成立立法、执法、司法、守法
普法四个协调小组；开展法治政府示
范创建活动，不断完善全面依法治省
工作制度体系。 做强公共法律服务，
加快整合律师、公证、司法鉴定、仲裁、
司法所、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资源，全
力推动公共法律服务提档升级。 着力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最实举措、最佳
效果确保监管绝对安全； 坚持和放大
“枫桥经验”，化解社会矛盾，全力维护
社会稳定， 开创新时代全省司法行政
工作新局面， 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平江为什么这样“帅”
三湘时评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

全省信访工作暨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省委统战部与各民主党派省委
举行圆桌会议

黄兰香强调：创新发挥我省多党合作制度效能

许显辉在全省公安局长会议上强调

聚焦主责主业打赢“五大硬仗”

春节游湖南，火了

全省法院工作会议
提出奋斗目标

奋力推进全省法院各项工作走在全国法院前列

陈文浩在全省林业工作会议上要求

为建设生态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强调

打造法治湖南一体建设新格局

� � � � 2月19日，衡阳市南岳区万寿广场，14支非遗龙狮队摆出“70”数字造型和年度汉字“奋”字造
型，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当天，南岳庙会“火舞龙狮，万寿中华”祝融圣火祈寿仪式暨第二届
中国南岳龙狮争霸赛火热举行，来自湖南、江西、广西、广东的14支非遗龙狮队进行了表演，吸引
了近万名群众和游客观赏。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文兰 摄影报道

省委管理干部任前公示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