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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孟姣燕
实习生 唐嘉余

麓山巍巍，湘水泱泱；锦绣潇湘，万
种风情。 通过“以文促旅、以旅彰文”大力
推进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 湖南旅游
市场持续升温。

7月31日，省文旅厅在2019年全省文
化和旅游局长座谈会上发布数据， 今年
上半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3.9亿人次，
同比增长 11.43% ； 实现旅游总收入
4380.27亿元，同比增长16.13%。

项目建设为支撑，全域旅
游按下“快进键”

坐上《女娲补天》主题项目中的动感小
车，开启追随女娲补天的奇幻之旅；观看巨
型银幕《九州神韵》，畅游华夏五千年历史
长河；《马戏飞车》 的过山车上天遁地，《大
禹治水》的特色漂流令人过瘾……

7月6日开园的宁乡方特， 近日成为
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它以震撼
人心的沉浸式游乐体验， 为湖南文化旅
游市场注入发展活力。 截至7月28日，宁
乡方特已接待游客18万人次。

宁乡市文旅广体局副局长谷超俊介
绍，方特开园之后，已成为宁乡全域旅游
枢纽站，花明楼、灰汤、关山以及宁乡市
其他景点，都有机融合到了一块。

省文旅厅厅长陈献春介绍， 得益于
宁乡方特、华谊兄弟长沙电影文化城、长
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度假区等
重点文创产业项目相继落户长沙， 长沙
文旅创意产业连续多年保持15%左右增
速。

长沙正以恒大海花谷等重点项目为
支撑，以马栏山创意集聚区、后湖国际艺
术区等园区为承载， 打造文旅创意产业

升级版。
放眼全省，重点文旅项目建设如火

如荼。 2019年1至6月，全省在建重点文
化旅游项目351个，总投资达5796.06亿
元。

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也在扎实推
进。 韶山、武陵源、南岳3个县市区推荐
申报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十八洞
村等 11个村入选全国乡村旅游重点
村。

入境游客“井喷”，文旅服
务贸易强劲增长

6月30日， 天门山，2019湖南省第八
届天门山天路国际自行车挑战赛现场，
来自境内外2000多名骑手一同挑战风光
秀丽的天路赛道。

大型国际赛事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张
家界旅游景区的“代言人”，观赛亦观景，
大量境外游客慕名而至。

上半年， 张家界共接待入境游客
62.26万人次，同比增长164.87%；实现外
汇收入3.9亿美元，同比增长253.89%。

这是全省文旅服务贸易强劲增长的
一个缩影。

今年上半年， 湖南累计接待入境游
客223.94万人次，同比增长23.71%。 其中
外国游客116.67万人， 同比增长29.1%；
港澳台游客 107.28万人 ， 同比增长
18.38%。

入境游客“井喷”带动了外汇收入的
强劲增长。 全省上半年累计实现入境旅
游外汇收入10.50亿元，同比增长30.5%；
且入境外国游客消费占比首次超过入境
港澳台游客。

“锦绣潇湘”旅游品牌还主动走出国
门、拥抱世界：抢抓“长沙四小时航空经
济圈”建设机遇，先后近30次赴德国、俄

罗斯等1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推介湖南特
色文化旅游产品，邀请英国、日本、韩国
等境外旅行商来湘踩线。

中非经贸博览会期间， 我省与乌干
达、 坦桑尼亚签订了文化旅游领域合作
备忘录，开创双方交流合作新局面。

加大挖掘“二次消费”，摆
脱“门票经济”困局

炎炎夏日， 在湖南地球仓科技有限
公司洋湖项目基地， 约30栋地球仓智能
生态小屋错落在湿地林间水畔。

在这个基地， 游客不仅可以感受一
键切换智能旅居空间， 还能享受共享办
公室、咖啡厅、便利店、餐厅等因地制宜
的场景便利，大大刺激了游客的“二次消
费”频率和水平。

“二次消费”是相对于景区门票“一
次消费”而言的消费。 如迪士尼乐园，门
票收入仅占所有收益的一小部分，购物、
餐饮、住宿、娱乐设施等“二次消费”收入
是主要收入。

如今，湖南旅游正全力打造“吃住行
游购娱”全旅游产业链，促进二次消费，
以摆脱“门票经济”困局。

6月30日在长沙天心文化（广告）
产业园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旅游景区
创新大展，通过展示全国文化旅游消
费体验新业态、新产品、新场景，引导
各类景区用文旅融合的思路挖掘“二
次消费”。

为了提供更高效优质的旅游服务，
让游客来到景区“宾至如归”、离开景区
回味悠长， 省文旅厅党组书记禹新荣表
示，在服务效能方面，全省的旅游便利度
需要进一步提高； 文化旅游推广活动需
要更加注重实效性； 旅游市场安全时刻
不能放松。

湖南日报记者 蒋剑平 张佳伟
通讯员 周玉意 刘美丽 向云峰

“走，上班去！ ”在绥宁县一些乡镇，
每天早晨7时多， 许多村民穿戴整齐，成
群结队来到附近的“扶贫车间”，开始一
天的工作。 据了解，这是近几个月才有
的新景象。

7月中旬，记者走访绥宁县，在一个
个“扶贫车间”，见到了一群群在生产线
上专心工作的工人。 得知他们绝大部分
是近2年才脱贫的村民，其中四成多是易
地扶贫搬迁户。

今年初宣布退出贫困县的绥宁县，
为巩固脱贫成果，大力开办“扶贫车间”。
昔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在家门口
宽敞明亮的车间里变身为产业工人。

技能培训，“一个不少”全覆盖
住在关峡苗族乡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的周有荣， 去年还是一个在家照顾老
伴、孙儿的“家庭主妇”，现在是附近湘商
产业园内湖南震宇工贸有限公司震宇鞋
业的200多名制鞋工人之一，试生产期月
收入1600元。 周有荣说：“马上要拿计件
工资了，比现在要高。 ”

为有效解决贫困劳动力就近就业和
稳定增收问题，去年来，绥宁县加快推进
乡村“扶贫车间”建设，鼓励县内外企业
到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乡镇、村开办“扶

贫车间”。 其中，湖南震宇工贸有限公司
在关峡、红岩、鹅公岭、瓦屋塘4个乡镇的
4个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开设了“扶贫车
间”，今年4月集中投产。

为实现“扶贫车间”产业进村、技术
进户、就业到人，绥宁县还与邵阳职业技
术学院合作，由该院派出老师到各“扶贫
车间”，免费开展职业道德、安全知识和
操作技能等培训。

目前，在邵阳职院支持下，绥宁县已
举办技能培训22期，培训765人次，周有
荣就是参训人员之一。 县就业服务局局
长秦壬娥说：“通过对搬迁群众进行培
训， 培养造就了一批懂技术的产业工
人。 ”她介绍，绥宁县已在9个乡镇设立

“扶贫车间”10个，主要生产鞋子、电子元
件、竹木制品、篮球等，在“扶贫车间”就
业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有535人，都参加
了免费培训。

就近就业，挣钱顾家两不误
在鹅公岭侗族苗族乡政府易地扶贫

搬迁集中安置点， 今年51岁的吴德光在
震宇鞋业的“扶贫车间”工作3个月了。 他
满意地说：“我和老婆都在这里上班，下
班后还可以干农活，可以照顾家人，一举
多得！ ”

吴德光是地胡村人， 家里有4个小孩，
曾是一个老上访户， 也是最后一户搬进集
中安置点的。 今年春节刚过，听说安置点要

建“扶贫车间”，需要招收一批工人，吴德光
与妻子报了名。 经邵阳职院和企业培训合
格，夫妻俩顺利成为制鞋工人，现在两人每
月能赚3000多元，还免费吃一顿午饭。“在
家门口就能赚钱，还上访做什么？ ”吴德光
说。

绥宁县人社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
2020年底前，将实现全县16个乡镇“扶贫
车间”全覆盖。 其中，湖南震宇工贸有限
公司将投资3亿元以上建“扶贫车间”。 公
司董事长蒋震宇表示， 将尽力让家乡老
百姓在家门口有事做、能致富，进一步巩
固脱贫成果。

为帮助贫困户特别是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就业， 绥宁县还聘请了一批农村劳
务经纪人。 在湘商产业园“扶贫车间”工
作的关峡苗族乡关峡村村民杨丁翠兼做
经纪人， 已介绍20多位村民参加用工培
训，让他们也成了产业工人。 鹅公岭侗族
苗族乡鹅公岭村村民廖小林当上劳务经
纪人后，已介绍近80人就业。

鹅公岭太平村村民刘丁妹自小双脚残
疾， 不能走路， 家庭负担全压在她丈夫身
上。 去年，丈夫在中集公司竹木加工“扶贫
车间”找到了工作。 今年，湖南震宇工贸有
限公司把“扶贫车间”开到家门口后，刘丁
妹也在廖小林介绍下，在震宇鞋业的“扶贫
车间” 从事刷胶工作， 每天早晚由丈夫接
送。 拿到人生第一笔工资时，她心花怒放：

“想不到我也能到工厂上班赚钱！ ”

湖南日报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茜

全程自动化生产，30秒生
产一个电饭煲……这是7月31
日， 记者在拓浦精工智能制造
（邵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拓
浦精工”） 生产车间看到的场
景。

拓浦精工是2017年“港洽
周”，邵阳经开区引进的一个产
业项目,项目总投资17亿元。 目
前, 一期已完成投资7亿元，建
成了可批量生产的厨电智能化
生产线， 填补了我省高端厨电
产品整装生产的空白。

公司副总监章新主告诉记

者， 公司在广东佛山等地从事
小家电产品研发生产已有20余
年，但人工成本不断增加，压力
越来越大。把工厂搬到邵阳后，
公司致力于打造智能化工厂，
并形成新的产业集群。

小家电产品，如电饭煲、咖
啡机、扫地机器人等，不同产品
主体结构差别较大， 较难做到
批量化生产， 智能生产程度一
直较低。 如果每一种产品都建
一条智能化生产线， 生产成本
将大幅增加。经过反复思考、研
究， 拓浦精工决定建设一条可
柔性生产的小家电生产线。 通
过综合4套智能生产系统，拓浦
精工成功在冲压、注塑、喷涂、

抛光打磨、装配、码垛、搬运、分
拣等工序， 实现无人或少人的
自动化生产。

今年1月18日，拓浦精工已
建成4条生产线， 可年创产值5
亿元。通过半年多运行，智能化
生产成效明显，人员节省40%、
效率提升3倍，注塑原料、金属
原料损耗分别降低90%、80%。

章新主表示， 公司正在努
力从佛山等沿海地区引进相
关配套企业，形成小家电产业
集群，为邵阳打造一个全国领
先的智能家电制造工业园。 今
年计划引进配套企业10家，总
规划引进40家左右，目前已与
一批企业达成合作意向。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鲁融冰 通讯员 罗勇 ）7月30
日， 常德经开区赴上海招商，
现场签订5个投资项目， 总投
资约30亿元。

这些项目中，中通快运及
云仓项目是在已开工建设的
中通（常德）智慧电商物流园
一期项目基础上， 增加投资

5000万美元建设的二期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年新增营业收
入5亿元、缴税2000万元，使常
德成为中通集团在湖南的核
心基地，辐射湖北、四川、贵州
等周边省份；中创为（常德）量
子通信产业化基地项目拟投
资20亿元，主要建设量子通信
技术研发中心、设备生产制造

中心、 市场运营销售中心、培
训中心等。

据悉，为落实常德市委“开
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常德经
开区大胆改革创新，全面提升开
放水平， 依托招商合作中心、项
目推进中心、 园区发展中心3大
平台，提供“一条龙”服务，保证
项目落户建设全程无忧。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 （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何继凤
谢思佳）记者近日从永州市委了
解到，永州市坚持“开放兴市、产
业强市”战略，深入推进产业项
目建设年活动，今年上半年引进
重大项目79个、 总投资933.5亿
元，其中500强项目15个。

今年以来，永州市委主要
负责人加强产业项目建设调
度力度，各县区重点围绕项目

“签约、开工、投产”3个环节，
强化项目储备深度和管理梯
度，呈现各类项目齐头并进的
良好态势。

工业表现好于预期，七大
支柱产业实现产值649.6亿元，
同比增长9.8%。“5个10”工程
推进有力，58个重大产业项
目、30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35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均完
成年度投资计划的6成以上；

创新驱动能力增强，预计新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17家，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长9.2%；新型
工业行业增长加快，计算机通
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
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分别增长28.9%、29.1%、
23.3%；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建设提速，共引进粤港澳大湾
区重大项目41个， 总投资427
亿元。

� � � �湖南日报8月1日讯（记者
田育才 ）近日，张家界市举行
2019年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
产仪式，13个产业项目集中开
工，5个产业项目集中投产。 其
中，义乌鸿图产业园项目建成
后，将依托张家界义乌国际城
产品销售平台，打造湘西地区
最大的集生产、加工、销售为
一体的小商品产业基地，助力

张家界小商品产业升级。
据了解，此次集中开工投

产的18个产业项目，总投资31
亿元， 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
值80亿元，上缴税金5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2300多个。 其中，义乌
鸿图产业园、一点购进出口珠宝
加工基地、梅尼农产品加工配送
中心项目等6个开工项目， 华米
示范工厂、汽车坐垫加工、荣景

食品生产加工等5个投产项目都
属于张家界高新区产业项目；张
家界地质园、张家界军声砂石画
文创产业基地、张家界仙踪林中
医药产业园等5个项目属张家界
旅游商品产业园入园企业项目；
永定区电子商务中心（军供及粮
油交易物流中心）、 荣盛华府和
荣盛花语书苑2个项目是拿地
即开工项目。

湖南旅游“热浪”扑人 5个项目“吸金”约30亿元
常德经开区赴沪招商

永州上半年引进重大项目79个
其中500强项目15个

张家界18个产业项目集中开工投产
总投资31亿元

精准扶贫在三湘 贫困群众变身“产业工人”
———绥宁县“扶贫车间”见闻

“扶贫车间”
建到家门口
7月31日，沅陵县马底

驿乡东溪村“扶贫车间”，
村民在手工制作汽车坐
垫。近年来，该县结合脱贫
攻坚工作实际， 鼓励当地
手工加工企业设置“扶贫
车间”。 目前，全县已建成
“扶贫车间”45家。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邓永松 摄影报道

拓浦精工：

引进一个厂 打造一个园

� � � �上半年， 全省接待游客3.9亿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超4380亿元， 分别
同比增长11.43%和16.13%； 入境游客和旅游外汇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锦
绣潇湘” 旅游品牌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