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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黄利
飞 通讯员 刘泉子） 省自然资源厅今
天通报了全省地图管理和测绘地理信
息发展情况，2018年我省地理信息产
业总值已经超过290亿元， 今年持续
稳步增长； 我省测绘已实现从传统测
绘向数字化测绘、 现代化测绘向新型
测绘体系的跨越； 测绘地理信息已成

为全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目前， 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初步形

成了以核心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遥感、
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 空天地一
体化数据采集、 地理信息社会化服务
为主导的较为完整的产业链。 自然资
源厅组建以来， 测绘地理信息工作全
面融入自然资源管理， 我省测绘地理

信息工作整体水平跨入全国先进行
列， 其中地理国情监测为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持续5年的洞庭
湖生态经济区监测， 查明了近年来湖
区森林、水域、湿地、畜禽养殖、黑杨清
退、砂场码头、矮围分布、工业污染源
等多方面情况， 为洞庭湖生态环境专
项整治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

我省地理信息产业总值超过290亿元
初步形成以航空航天遥感、 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等为主导的

较为完整产业链

湖南日报8月29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刘玮） 在8月22日至27日
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上，中建五局技校（长沙建校）基
地培训的选手陈子烽摘得砌筑项目金
牌。 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 中建五局技校所培养的选
手已是第三次获奖。

世界技能大赛每两年举办一
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此
次中国共派出63名选手， 参加全部
56个项目的比赛，共获得16枚金牌，
再次荣登金牌榜、奖牌榜、团体总分
第一。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建
五局技校连续3届被人社部确定为

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集训基地。
基地依托中建五局经验丰富的专家
团队， 在集训期间不断探索符合学
生训练的方法，创新发明了皮数杆、
勾缝等实用工具， 助力选手在比赛
中实现“零误差”。3届世界技能大
赛， 中建五局技校培训选手3次获
奖，其中包括2枚金牌。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再获佳绩
中建五局技校培训选手陈子烽捧回砌筑金牌

经济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黄婷婷 孟姣燕

褪去白天的暑气，夜晚的湖南，正
向五湖四海的游客， 展露出更为怡人
的夏日风情。

各个景区自然不会放过“昼伏夜
出”的游客，纷纷推出夜晚游玩的旅游
产品，在牵绊住游客脚步的同时，也填
补了“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景区短
板，抓住了夜间的流量和商机。

“当夏，越夜越精彩”

“当夏，越夜越精彩。”8月17日，
记者还未走进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大
门，远远便看到这句标语。

今年7月1日至8月31日， 新华联
铜官窑古镇开设夜场活动，并开售夜
场门票，票价100元，为日场票价的一
半，游客在16时30分后即可入园。

当晚7时30分， 上万名游客涌向
景区内的石渚湖边，铜官窑水秀开始，
一排排水柱随着音乐和灯光的变化，
编织出多姿多彩的水上幻景，给观众
带来清凉的感受。

水秀刚结束，乐队演出、俄罗斯火
舞、街头魔术等表演轮番上演，夜市里
烧烤小吃的香味飘来，游客漫步古镇，
边吃边看，好不惬意。

同样延长开园时间的，还有位于
宁乡的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

到了周末夜晚，园内的民族广场
上亮起上千只红灯笼，各类游玩设施
彩灯亮起，烟花秀表演和民族舞秀每
天吸引近万名游客前来观看。

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河村，今年新
增硬件和软件投入400余万元， 在油
溪河漂流景区原有漂流基础上，打造
特色夜漂项目，全长8.6公里，落差达
120米， 全程超过2小时的刺激夜漂，
暑期吸引了游客16万人次，创收1200
余万元，同比实现翻番。

除了这些今年新加入“夜游队伍”
的景区外，传统景区的夜间游玩热度
也在升温。

站在南华桥上远眺，凤凰古城灯
火炫目，寨子里、风雨桥上，游客来回
穿梭，几乎挤满了每一间酒吧和餐馆。

晚上8时30分， 游客排起长长的
队伍，等待泛舟夜游沱江。据介绍，仅

今年7月，凤凰古城共接待游客195.53
万人次，旅游收入17.19亿元。店铺商
家告诉记者， 晚饭后是游客来店消费
的高峰期。

灰汤温泉推出了夜泡温泉、 水上
乐园、纳凉等夜游产品，同时每周定期
举办篝火晚会、文艺演出和互动游戏。

衡山推出2019南岳星空节，夜宿
帐篷，观星望月，成为不少家庭亲子游
热门之选。

根据在线旅行社“携程”发布的数
据，今年进入夏季以来，景区内含有夜
间游览特色活动的跟团游、门票、一日
游等旅游产品，浏览量增长约60%，焰
火晚会、灯光秀、江上轮船夜游等夜间
旅游产品，均受到消费者追捧。

“黄金4小时”市场潜力巨大

“周末推出夜场活动之后，入园人
数增长了30%。”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
园营销总监凌访介绍， 乐园周末营业
延长至9点， 既提升了游客的游玩体
验，又留住了游客，增加了游客在园区
内的二次消费，园区内的餐饮、文化产
品等收入比平时高出30%。 游客在园
区夜游， 还为周边酒店带来了经济效
益，住宿率比平时提升了一倍。

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国际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旅游管理分公司总经理
苑赟表示， 游客多留一晚， 就意味着
吃、住、行、游、购、娱等各类消费的全
面提升。

据介绍，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开设
夜场之后，入园游客的人均消费翻倍，
达到160元左右，营业收入增加了20%
至30%。

“酷暑白天温度太高，影响了游客
在古镇的游玩体验； 夜场活动大大提
升了游客满意度。” 苑赟拿出手机，打
开“大众点评”向记者展示，“之前，游
客在这里的游玩体验不太好， 景区评
分最低时只有3.9分， 现在已经有4.3
分了。”

8月20日晚，今年刚高考完的明睿
和姐姐一起来新华联铜官窑古镇游玩。
她兴奋地向记者推荐刚刚观看的乐队
表演，“古镇夜场活动氛围好，我们临时
决定多住了一晚，慢慢观看游玩。”

中国旅游研究院今年发布的《夜

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2019》 显示，18
时至22时为夜间旅游的高峰时段，也
是景区的夜间“黄金4小时”。

报告称，近年来，我国夜间旅游参
与度在不断提高，接受调查的游客，有
过夜游体验的占比92.4%。 未来夜游
需求将持续旺盛，市场潜力巨大。

夜游产品有待丰富

市场普遍看好景区夜游前景，但
《夜间旅游市场数据报告2019》 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参与调研的657家旅游
企业，72.99%的旅游企业提供的夜游
产品， 占企业所有旅游产品比重不到
30%；79.24%的旅游企业夜游产品收
入， 占企业所有旅游收入比重不足
30%。 夜游产品供给在数量和质量上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记者了解到， 我省越来越多的景
区开始拓展夜游服务，灯光秀、夜间演
出、夜市等成为“标配”。长沙新华联铜
官窑国际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旅游
管理分公司总经理苑赟坦言， 他们的
景区还需进一步提高夜游质量， 丰富
夜游产品，形成差异化竞争。

“试水”夜游市场之后，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将原定于8月31日结束的夜
场活动，改为永久开设。苑赟表示，为
此，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将加大对夜场
的投资力度，如，建筑亮化、增开夜间
游船、 给游客提供水面放荷花灯等服
务。

方特东方神画主题乐园营销总监
凌访表示， 园区计划将仅在周末开设
的夜场扩展到一年365天； 但开设夜
场，需要近900个员工，人工、电费、焰
火成本都不是小数目。

“最重要的是，还没有形成让人不
得不来的夜游‘拳头’产品。”凌访说，
园区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筹备夜间巡
游、大型表演、灯光秀等夜游产品，有
望明年为游客提供完整的夜游体验。

远景经济研究院院长、 旅游专家
北冰分析， 我省当前的景区夜间旅游
产品供给， 还需要更加多元化和本土
化，凸显景区的定位和气质，挖掘当地
特色文化；同时，景区应针对其夜游主
要群体，开发满足游客需求的产品，调
动游客的参与度，提升体验感。

景区越“夜”越精彩
———湖南暑期旅游热点透视之二

朱永华

消除贫困是世界性难题，在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全面消除贫
困，是难上加难的事。

最难的事， 怕的是 “认真”二
字。“我们党最讲认真 , 言必行、行
必果 ,说到做到。”“最讲认真”的中
国共产党人，用“精准扶贫 ”“精准
脱贫”方略，即将迎来 “消除贫困 ”
这桩难事的大功告成。

什么是精准？就是认真跟贫困较

劲，不是大呼隆、模糊式地消除贫困，
而是点对点解决问题———到底哪些
人贫困？是什么原因导致贫困？具体
的贫困地区、贫困对象适合用什么方
法解除贫困？问题找准了，解决问题
的办法和路径就清晰有效得多。

湖南是“精准扶贫”方略的首倡
地。为打赢这场攻坚战，我省建立了
完备的精准扶贫的组织体系、管理体
系、投入体系，考核体系、监督体系，
全体制力量“尽锐出战”，广泛发动社
会各方力量参与扶贫，汇聚起消除贫

困的巨大合力。正因为如此“认真”，
才有了成绩单上的闪亮数字———截
至目前，全省累计减少农村贫困人口
684万人、31个贫困县摘帽、6202个贫
困村出列，贫困发生率由13.43%下降
到1.49%，探索出一套“能复制”“可推
广”的湖南扶贫经验。

行百里者半九十。时间窗口近
在眼前， 要取得最后决战的胜利，
就要一以贯之，继续把“认真”二字
不折不扣地体现在精准扶贫工作
的全过程、各环节。

脱贫攻坚 决战决胜

■短评 以最认真的态度办好最难办的事

8月21日， 新宁县
龙丰果业有限公司，工
人在给脐橙苗修枝。近
年来，该公司积极参与
脱贫攻坚战役，利用自
身的资源优势、产业优
势，帮扶新宁县四个乡
镇的1567户、5122名贫
困人员脱贫。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荨荨（上接1版）
2014年初，十八洞村率先探索

出“九不评”“七步法”精准识别贫
困户。我省以“九不评”“七步法”为
蓝本，制定下发《全省贫困村识别
和建档立卡工作方案》，通过“一评
二审三公示”，确定了8000个贫困
村的识别规模，成为全国第一个出
台精准识别方案的省份。

“在贫困识别上，湖南坚持做
好建档立卡工作，建立扶贫数据共
享共用平台，形成了识贫、校贫、定
贫的精准识贫工作机制。” 省扶贫
办副主任黎仁寅说，一户家庭评为
贫困户，要经过多道“关卡”，而一
个村子要评为贫困村，也要经过审
核、审定、张榜公示等程序。

为将扶持对象瞄得更准，我省
不断提升建档立卡数据质量，持续
推进“一进二访”，逐村逐户开展建
档立卡集中清理，防止“穷人落榜、
富人戴帽”。去年，全省清退识别不
准对象30余万人。

为防止贫困人口“一评定终
身”， 我省出台建档立卡动态调整
工作方案和动态管理办法， 连续7
次进行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动态调
整， 建立扶贫数据共享共用平台，
将因病因灾返贫人口纳入进来。

2017年，吉首市马颈坳镇村民
石贵新因病致贫，镇里将他动态调
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当地群众全
都服气。去年，吉首市经省政府批
复同意脱贫摘帽，群众满意度高达
98.5%，错退率、漏评率为零。

谁扶持？
———五级书记抓脱贫，

汇聚社会力量合力攻坚

挂在新化县奉家镇坪上村村部
楼梯口的“脱贫攻坚作战图”十分显
眼。“每天都要看看‘作战图’，感受
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农发行湖南省
分行驻坪上村帮扶工作队队长王玉
圭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推进脱贫攻坚关键是责任落
实到人，解决好“谁来扶”的问题。

湖南明确省委是“总前委”、市委
书记是“纵队司令”、县委书记是“一
线总指挥”、乡镇党委书记是“主攻队
长”、村支部书记是“尖刀排长”，层层
压实责任，形成了五级书记抓脱贫、
全党动员促攻坚的生动局面。

出台《省级领导同志联系指导
贫困县脱贫攻坚主要职责》《市县党
政正职脱贫攻坚问责规定(试行)》等

文件。领导干部深入贫困地区调研指
导推动脱贫攻坚形成制度成了常态。

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以
身作则，带头开展“三走访、三签字”活
动，走遍了武陵山区、罗霄山区。

去年，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实行
省委书记、省长“双组长”制，并新增
13个省直部门为成员单位。 今年，新
春上班第一天， 省委书记杜家毫、省
长许达哲率队，20位省级领导分赴贫
困地区开展专题调研，他们带着问题
进村，怀着感情敲门，揣着建议出村。

出台驻村帮扶“二十一条”，按
照“尽锐出战”要求，选派驻村帮扶
工作队，实现所有贫困村驻村帮扶
全覆盖。动员全省63万名党员干部
与贫困对象“结亲”，实现了贫困户
结对帮扶全覆盖。

脱贫攻坚有多难，三湘大地上
的党员干部就有多拼！

溆浦县北斗溪镇党委书记梁
金华，扎根脱贫攻坚一线，当地百
姓评价她：作为女人，个子虽小，但
她担得起责任，挑得了重担。

保靖县毛沟镇阳坪村第一书
记龙俊（请加黑框）主动请缨，先后
在3个村驻村帮扶， 今年7月29日，
他因交通事故倒在扶贫一线。

……
在我省脱贫攻坚的战场上，类

似的故事数不胜数。
党员干部积极作为，社会各界

纷纷参与，脱贫攻坚形成合力。
深入推进“万企帮万村”行动，

全省5000余家民营企业精准对接
5000多个贫困村， 投资金额超110
亿元。省内15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市、
县（市区）与15个贫困县开展对口帮
扶和“携手奔小康”行动，去年，捐赠
社会资金3000多万元。今年，湖南
发出倡仪，开展“户帮户亲帮亲 互
助脱贫奔小康”活动，进一步汇聚各
方力量，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怎么扶？
———“五个一批”释放政策

红利，正向激励激发内生动力

以前， 沅陵县杜家坪乡大金坪
村贫困户向本益靠伐树谋生；如今，

“开山斧”挂在墙上，成为了纪念。
“以前伐树，越过越穷；现在护

林，一举脱贫。”向本益近日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介绍， 自从当上护林
员，年收入超万元，全家脱贫摘帽。

精准扶贫， 只有开对“药方
子”，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才能

拔掉“穷根子”。
湖南因地制宜、 分类指导，大

力实施“五个一批”工程，着力解决
“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发展产业，斩断穷根。在全国
率先探索出“四跟四走”产业扶贫
模式， 实施产业扶贫项目6000余
个， 超过16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通过产业扶贫直接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搬新家、挪“穷
窝”。 已基本完成“十三五” 期间
69.4万人的易地扶贫搬迁任务，探
索出“楼上生活、楼下生产”“人员
下山、产业上山”“进村入社、村社
共管”等模式。

生态补偿， 省级以上贫困县生
态护林员项目“全覆盖”。通过购买劳
务的方式，选择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
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按每人每年1
万元的标准就地转岗为生态护林员。

发展教育，完善贫困学生资助
政策体系，实现贫困学生资助从学
前教育到研究生阶段全覆盖。去
年， 发放各类资助金约55亿元。建
成合格学校1万多所，“全面改薄”
工程全面完成，教育信息化“三通
两平台”覆盖全省。

保障兜底， 兜得牢靠。 截至
2018年底，全省99万名兜底对象分
类保障到位，建立起“基本医保+大
病医保+农村特惠保+医疗救助”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医疗保障机制。
今年， 我省再次调整提高贫困人口
脱贫年人均纯收入标准， 由之前的
3400元/年调整到3700元/年。

“五个一批”，释放政策红利；
正向激励，让贫困地区主动作为。

推出“脱贫攻坚群英谱”，在主
流媒体宣传推广； 引导贫困乡村开
展“道德模范评比”“文明家庭评选”
等正向激励活动， 用身边事教育身
边人，激发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

开设符合贫困地区、贫困人口
特点的培训课程，培育贫困群众发
展生产和外出务工的基本技能。出
台以脱贫就业为主要内容的发展
劳动密集型产业“十条政策”；探索
推进“扶贫车间”建设，帮助贫困人
口实现就近就业。

以前，贫困的帽子，抢着戴；如
今，三湘大地，大家争着摘穷帽、奔
小康。去年底，全省贫困发生率降
至1.49%；今年，全省着力巩固脱贫
成果，提高脱贫质量，剩余20个贫
困县有望全部脱贫摘帽。

精准扶贫，风起苗寨；湖南人
民牢记嘱托，奋力攻坚，阔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