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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新场景，您体验了吗

乡村振兴纪实

村庄变成大公园

——
—湖南暑期旅游消费热点扫描之五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黄婷婷

“锦绣潇湘”不只有名川大山、人
文古迹，这个暑期，自驾营地、移动式
智能生态小屋、飞行体验馆……这些
能够带来极致体验的旅游新场景，让
“口味”升级的游客惊喜连连，“走走”
变“歇歇”，“看看”变“参与”。这种互
动体验、深度参与的旅游方式，正成
为一种新时尚。

多样场景，带来不同体验
8月26日， 凤凰县麻冲乡老洞自
驾营地夜色迷人。 古老的苗寨瓦檐，
现代的无边泳池，盛开的荷花以及草
坪上犹如萤火虫般的数十顶帐篷，把
营地装扮得浪漫温馨。
“自驾一族终于找到了大本营。”
贵州铜仁1658俱乐部的车友们得知
营地开放， 第一时间便前来体验，过
去他们在凤凰住的是酒店、 客栈，喜
欢户外运动的他们如今可以在营地
里亲近自然了。
“玩就玩得不一样！大家可以选
择‘双标’帐篷，也可自扎帐篷；可品
尝荷花簸箕宴，也可自己动手享受烧
烤的乐趣，这里还是摄影和写生的好
地方。” 老洞自驾营地管家张顺心介
绍，营地距离凤凰古城32公里，是凤

凰县唯一一个自驾营地， 自8月20日
启用，7天就接待游客2300多人次。
炎炎夏日，洋湖湿地公园，30栋
“
地
球仓”移动式智能生态小屋镶嵌于林间
水畔。透明的仓体因势而立，犹如水晶
盒子，置身其中，抬头可见整片天空。
在石门县仙阳湖，一座座造型独
特、科技感十足的“水上船屋”格外引
人注目。 游客在船屋内边垂钓边喝
茶，尽享渔人之乐。
在长沙梅溪湖步步高新天地，飞行
体验馆的室内跳伞、 飞机模拟驾驶、太
空探险、太空电子涂鸦等体验项目人气
火爆， 年接待省内外游客60万人次，已
成为我省新兴的创意文旅目的地。
科技、生态、时尚、刺激……“地球
仓”“水上船屋”、飞行体验馆等不同场
景，带来不同体验，成为了旅游达人的
“
打卡地”、景区的
“
流量担当”。

文化引领，体验更有内涵
来自湖南理工学院的张晗平是个
电影迷。今夏，她来到长沙华谊兄弟电
影小镇，坐上室内悬挂式骑乘，佩戴好
VR设备，与“匹诺曹”一起，向海洋进
发，经历珊瑚丛林、深海峡谷、废弃雷
区等重重危险，最终打败邪恶。
“VR的世界里，有意想不到的惊
险刺激。”张晗平兴奋地说，小镇里还

有《解密达芬奇》《漫游意大利》等主
题的场景，特别是在《电影工坊》里，
还能为电影配音、制作自己专属的影
片。“当导演的感觉太棒了！”
不仅是电影、动画，强大的文化
IP为旅游体验注入了内涵。
8月28日， 长沙铜官窑古镇演艺中
心座无虚席。大型原创演艺秀《铜官窑传
奇》震撼上演，舞蹈、杂技、武术等传统艺
术与冰屏、 纱幕、 全息屏等现代科技相
融，1600多名游客在长达70分钟的时间
里，仿佛穿越回大唐盛世千年古镇。
当音乐遇上旅游，会碰撞出什么
样的火花？
6月中旬， 长沙石燕湖把音乐节
搬进了景区，新生代人气歌手燃情开
唱，游客和乐迷在山水之间感受音乐
的热浪翻腾。音乐节期间，景区游客
接待量比平时增长了近20%。
携程旅游平台发布的暑期旅游
数据显示，文化与自然深度融合的体
验旅游持续走热，以年轻人为主体的
游客喜欢文化体验深度游，亲子家庭
倾向于选择娱乐体验和教育体验。

内容供给需持续创新
“科技、装备、创意与旅游融合发
展，孕育出新业态新产品。”湖南远景
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北冰表示，目前

全球最大电光花焰火节在浏阳举行
湖南日报 9 月 2 日讯 （记 者 王 文
通 讯 员 暨 喜 喜 ）8月31日， 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全球最大
电光花焰火节在耀邦故里浏阳市中
和镇举行。当晚，在耀邦故居敏溪湖
畔，一场盛大的电光花焰火晚会用绚
烂的色彩、跳动的光影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献礼。
中和镇电光花年产量超过200万
箱,占全球销量的70%以上，稳居“世界
龙头”地位。自1981年率先研发出电光
花产品以来， 中和镇电光花至今已有
近40年的发展历程， 目前镇内有电光
花、砂炮企业（工区）20余家，是全球电

光花生产企业最多、生产工艺最成熟、
产品质量最丰富的地区， 形成了完整
的原材料供应、产品研发制造、成品销
售贸易链条。其中，海霸烟花、长寿烟
花等企业的电光花产品远销海内外，
业务遍及全球， 中和镇已成为全球最
大的电光花生产供应基地。近年来，该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福利大放送
教师节、重阳节分别对教师、老人免费入园
湖南日报 9 月 2 日讯 （记 者 王 文
通 讯 员 叶 子 君 ）8月31日， 新华联铜

官窑古镇周年庆暨时光音乐会隆重
举行，吸引了上万名游客参加。即日
起至10月， 古镇将推出“黄金月”活
动， 望城区居民花198元就可以办理

特惠年卡全年畅游古镇。
此次“黄金月”活动针对古镇所
在地的望城区居民推出了198元办理
特惠年卡政策，让望城区居民每天花
不到0.6元就能畅玩古镇。 在9月7日
至10日期间，古镇对全国教师施行免

票政策，全国教师凭教师证与身份证
即可免费入园；在重阳节来临的10月
7日至13日期间，古镇对女55（含）周
岁以上、男60（含）周岁以上老人放开
免费入园。
新华联铜官窑古镇自去年8月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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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涌现的有内涵、能够满足游客需
求的体验产品还不多，新的消费需求
呼唤业界持续创新。湖南拥有装备制
造业优势，“旅游+装备+科技”能够碰
撞出新“蓝海”，这也是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一个突破点。
体验旅游的时代已经到来。单一
的观光旅游逐渐走向了休闲度假和
体验式旅游，游客对文化、生活和历
史的追求更加强烈。
时下，动画、漫画、游戏和文学类
IP等向体验旅游进军趋势越来越明
显，主题餐厅、主题住宿、主题乐园及
文创园区、风情街区、特色小镇等体
验空间成为展现形式。
6月29日， 第四届中国景区创新发
展论坛暨旅游景区创新大展在长沙举
行。主办方以亲子体验、文创IP、创意餐
饮、夜游活动等为主题，打造
“
国家宝藏”
“
唯食论”
“
金鹰卡通” 等40多个体验场
景，令省内各大旅游企业
“
脑洞大开”。
“我们很重视文化在旅游中的作
用，有时却不知道该怎么用，甚至拿
低俗当文化，游客也不满意。”一家景
区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面对景区门票
降价和消费升级的大趋势，大投资不
是景区生存的唯一选择，以体验为导
向创意设计， 打造文化旅游新场景、
新业态、新产品，将是发展的新方向。
镇持续深耕花炮、旅游等产业，成立了
服务花炮企业的电光花砂炮协会，出
台了促进企业发展的“中十条”，以全
方位的保姆式服务为企业提供优质的
成长土壤，力推产业转型升级、融合发
展，仅上半年招商引资就达2.6亿元。
当晚， 中和镇还举行了第五届
“星耀中和”——
—“最美花炮匠星”评
选表彰活动,对15位来自花炮行业各
领域的“最美花炮匠星”进行了表彰。
日开放一年来， 将文化与旅游有机融
合，陆续推出了国庆非遗文化体验周、
中国味·望城年、湖南首届丝路文化节
等活动，先后参与组织了“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暨2019长沙媒体
艺术节、长沙·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等
活动，陆续收获湖南“
2018年度热门旅
“
2018中国文旅产业融合发
游目的地”
展论坛”优秀文旅景区、2019文旅小镇
标杆项目等多项殊荣。

湖南日报记者 罗毅 刘跃兵
通讯员 严洁 唐远辉

荷花绽放，游道曲径通幽，水车
悠悠，座座民居掩映在绿色中……
8月27日， 东安县鹿马桥镇马坪
村，游人络绎不绝。
村民们兴奋地说，如今，村庄
宛若大公园， 一年四季有油菜花、
禾雀花、小白菜花等花海，游人每
月都可以采摘茄子、草莓、火龙果
等新鲜果蔬。
让村庄发生变化的是该村经
济能人廖凤连。 廖凤连1962年出
生，1983年起，她和丈夫组建起一
支建筑队，走南闯北承包工程。
2015年，廖凤连回村发现，因
为种田效益不高， 不少田土抛荒。
廖凤连见过不少地方通过发展乡
村旅游，使村民致富了。马坪村里
自然条件这么好，应该可以发展旅
游，带动大家脱贫致富。
廖凤连不顾亲朋好友劝阻，放
下建筑生意，投入3000多万元，流
转村里1500多亩耕地、2200多亩
山地，牵头成立专业合作社，村民
们不但有土地租金，还进入基地务
工拿工资、享受分红。

廖凤连带领村民们建起30多
座大棚、游道、水车等，在山间种上
油茶。慢慢地，山上绿了，田间美了。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2016年端
午节的狂风暴雨， 掀翻了刚建好不
久的大棚；2017年7月1日，突发的洪
水冲走已经成熟的果蔬；2018年12
月的风雪，压垮不少大棚……
廖凤连没有被困难吓倒。资金
出现困难，她向银行借贷，还借遍
亲朋好友，重新建起大棚等基础设
施。再困难，廖凤连也从不欠务工
村民的工资、 土地租金和分红。基
地吸纳861名贫困人口就业， 人均
年工资在2万元以上， 全部实现脱
贫摘帽。 村民尹向荣年老多病，妻
子残疾，他俩在基地务工，年收入4
万多元。
如今，马坪村已成为远近闻名
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每天游人在
500人以上，村民们纷纷吃上了旅
游饭，发展农家乐、民宿21家，还有
不少村民制作和出售本地小吃、手
工艺品。
记者看到，开办了一家民宿的
村民李忠进，正忙着招待客人，他满
脸笑容地告诉记者：“自从村庄美
了，每天床位都是满的。”

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有新规
把合适的保险产品销售给有需求和承受
能力的客户
湖南日报 9 月 2 日讯 （记者 刘
永涛 通讯员 许可） 商业银行保险

产品“
销售误导” 现象有望得到破
解。银保监会最新发布的银保新政
《商业银行代理保险业务 管 理 办
法》，明确引导银行在销售代理保险
产品时，应将保险产品
“
卖对人”。
银保新政规定，商业银行及其
保险销售从业人员应当对投保人
进行需求分析与风险承受能力测
评， 根据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
把合适的保险产品销售给有需求
和承受能力的客户。
银保新政对两类客户做了明
细规定：对低收入人群(投保人年
收入低于当地最近1年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高龄人群(投保人年龄超过
65周岁或期缴产品投保人年龄超
过60周岁)， 商业银行及其保险销
售从业人员向其销售的保险产品，
原则上应为保单利益确定的保险
产品。
这意味着，分红型、万能型、投
资连结型、变额型等人身保险产品
和财产保险公司非预定收益型投
资保险产品将被剔除在外，只能向
上述两类人群销售传统型保险产
品。
根据规定，给上述两类人群销
售银保产品时，保险合同不得通过
系统自动核保现场出单，应当将保
单材料转至保险公司，经核保人员
核保通过后，由保险公司出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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