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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孟姣
燕）今天，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景区承载量公告》，公布我省4A级以
上旅游景区游客承载量，为游客提供
出行参考，请各界监督执行。

记者在《湖南省 4A级以上旅游景
区游客最大承载量汇总表》中看到，
133家4A级以上旅游景区游客最大承
载量公布，包括日最大承载量和瞬时

最大承载量。
例如，4A 级景区宜章县莽山森林

公园日最大承载量为1万人次，瞬时最
大承载量为 0.2 万人次。5A 级景区湘
潭市韶山旅游区日最大承载量为10万
人次，瞬时最大承载量为3万人次。4A
级景区平江县石牛寨景区日最大承载
量为5万人次，瞬时最大承载量为1.35
万人次。4A 级景区株洲方特旅游区日

最大承载量为6万人次，瞬时最大承载
量为 4 万人次。4A 级景区长沙县杨开
慧纪念馆日最大承载量为1.5万人次，
瞬时最大承载量为0.6万人次。

景区最大承载量是在景区日开放
时间内，在保障景区内每个旅游者人
身安全和旅游资源环境安全的前提
下，景区能够容纳的最大旅游者数量。
景区最大承载量一般包括日最大承载

量和瞬时最大承载量两类。景区类型
不同，如山岳型景区、游乐型景区、文
博院馆等，其最大承载量核定存在
差异。

省 文 化 和 旅 游 厅 表 示 ，在 疫 情
防控期间，旅游景区接待游客量不
得超过核定最大承载量的 30%，严
格执行旅游景区预约制度，严防出
现瞬时聚集。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孟姣
燕）携程近日发布的《“五一”旅游趋势
报告》显示，“五一”假期，湖南预约热
度高的景点包括张家界天门山国家森
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长沙生

态动物园、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东江
湖风景区、长沙世界之窗、黄龙洞、玻
璃桥景区石牛寨、株洲方特欢乐世界
等。

主题乐园是短途游、亲子游的主

流选择之一，目前在携程平台预约热
度高。从数据来看，“五一”期间湖南预
约热门的主题乐园前5位分别是：株洲
方特欢乐世界、华谊兄弟（长沙）电影
小镇、株洲方特梦幻王国、长沙方特东

方神画、长沙摩天轮。
大围山森林公园景区负责人介

绍，已经有游客开始预约“五一”假
期的门票，目前景区的日承载量为 5
万人次。预约大围山森林公园景区
的门票，目前有 OTA 平台、景区微
信公众号、官网、电话 4 种方式。网
络预约购票，需在出行当天的 9 时前
预约购买。

主题乐园景区预约热度高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成俊
峰 通讯员 李靓）今天，记者从衡阳市
文旅广体局获悉，2020年湖南国际文化
旅游节将在衡阳市举办，这是该活动17
年来首次落户衡阳。

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是全省文旅系
统最具影响力的节会活动，也是我国中部
地区有影响力的国际性旅游节会之一。自
2002年首次举办以来，每年的活动举办
地都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旅游界关注
的焦点。此次节会申办，衡阳市委、市政府
高度重视，及早谋划，第一时间启动筹备
工作，并将举办2020年湖南国际文化旅
游节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经过精心筹备

与积极协调，衡阳市获得了举办资格。
据介绍，往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

在9月份举行，今年配合疫情防控需要，
节会时间将再行安排。在疫情防控进入
新阶段的特殊背景下，文化旅游产业对
振兴消费、恢复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
推动作用。衡阳市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们将借助此次活动平台，全力打造“南
岳衡山旅游经济圈”，把衡阳建设成为
国际旅游目的地城市，同时推动一批高
质量文旅项目落户衡阳，促进该市文化
旅游项目建设、文旅场所基础设施和旅
游环境质量提升，加速推动旅游产业向
千亿产业迈进。

2020年湖南国际文化旅游节
将在衡阳举办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田育
才 通讯员 李成义）“五一”假期即将来
临，4 月 30 日，张家界市委旅工委发出

“三让”倡议书，号召广大市民、单位配
合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和旅游行业复工
复业工作，让广大游客在张家界玩得开
心愉悦。

“三让”倡议即“让出时间、让出空
间、让出车位”。倡议书指出，当前疫情
形势仍然复杂，片刻不容放松，建议广
大市民尽量做到假日期间少出门或不
出门，少去或不去本市热门景区、游客

消费的餐饮住宿及旅游购物场所，将游
览空间让给游客，尽量不与游客形成扎
堆聚集。

根据倡议书，“五一”假期，张家界
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要主动将
单位停车场向自驾车旅游者免费开放，
在单位门口醒目位置摆放“院内有停车
位”的标志牌，及时发布停车位信息。同
时，还将严格落实疫情防控相关工作部
署，遵循“红码隔离、黄码核准、绿码放
行”的原则，实行“测体温、戴口罩、常消
毒、防聚集”的即时管控措施。

张家界向市民发出“五一”“三让”倡议——

让出时间、让出空间、让出车位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刘永
涛）湖南省市场监管局日前印发《关于
加强“五一”期间市场价格监管的通知》

（简称《通知》），部署全省开展常态化疫
情防控条件下粮油、旅游、客运等重点
领域价格监管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
作，为假日经济复苏、人民群众休闲消
费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通知》要求，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
门采取提醒告诫、消费提示、走访宣讲、
市场巡查等方式，组织开展节日市场价
格监督检查。监督检查重点包括：加强
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价格监管，严查
不明码标价、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违

法行为；加强景区景点门票价格、停车
收费、公共客运等旅游领域价格监管，
严查不执行政府定价、强制保险、价外
加价行为；继续加强熔喷布、无纺布、额
温枪等防疫物资价格监管；加强旅游市
场混淆、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违法行
为查处力度。

省市场监管局要求，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要强化组织领导，认真研判监管执
法重点难点，统筹推进，按照属地管辖
原则和管辖层级逐级压实工作责任。加
强值班值守，畅通投诉举报途径，及时
回应社会关切，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发
现问题及时稳妥处置。

加强“五一”期间市场价格监管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邢骁）
今天下午，由长沙市芙蓉区政府主办的

“春天有约·芯动芙蓉”红五月双品消费
节启动仪式，在长沙国金中心北广场举
行。据悉，接下来的 5 月，该区将通过政
企联动的形式整合市场资源，并结合劳
动节、青年节、护士节等7个节日开展促
销活动。届时，该区辖内国金中心、平和
堂、华天大酒店、冰火楼等各类商家将
掀起打折促销热潮。

“5月份，我们还将联合打造‘阿里巴
巴本地生活云上消费节’，推出‘云享芙
蓉·百货直播云带货’等三大主题活动，
带动全区‘云消费’。”芙蓉区政府有关负

责人介绍。启动式上，长沙市商务局、芙
蓉区政府分别与阿里巴巴本地生活签署

《阿里本地生活夜经济建设合作项目》框
架协议，助力“魅力夜长沙”快速落地。

据悉，3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芙蓉
区已推出“春天有约·芯动芙蓉”美好生
活消费月系列活动，并取得良好效果。
该区通过发放“芯动芙蓉百万红包”，联
动阿里巴巴本地生活饿了么和口碑平
台配套的 240 万元营销费用，联合五一
商圈、火车站商圈、万家丽商圈商户让
利 1200 万等形式，直接拉动线上消费
超过 4300 万元。目前，该区生活性服务
行业消费已恢复至去年同期85%。

“春天有约·芯动芙蓉”
红五月双品消费节启动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九曲浏阳河，在浏阳市高坪镇双
湾村优美地旋转、起舞。河湾与蓝天、绿
树相拥，歌声里蒸菜飘香；还有十大俏
厨娘，捧出“高坪农家十大碗”。4月30
日，“自在有味 乐游高坪”——浏阳市
浏阳河乡村美食文化节在这里开幕。

活动现场就在河畔田间，人们在
诗情画意中徜徉。舞台上精彩的节目一
个接一个，吸引台下数百观众注目。旁
边的空地上，临时搭建起“高坪乡土特
色产品一条街”，高坪镇精准扶贫优质
农产品以及“一村一品”高坪茄子、向阳

藠头、太坪百合、夏布等齐齐亮相，让游
客静可观演艺、美景，动可品美食、
文化。

活动现场另一边，架起大锅小灶，
柴火烧得正旺。一道道浏阳蒸菜香喷喷
地端出蒸笼，浏阳市融媒体中心节目主
持人逐一为大家介绍十道菜：小围山农
庄的清蒸口味甲鱼、天池农庄的老姜炖
土鸡、兄弟农庄的蒸火焙鱼……

蒸菜美食本就诱人，经过主持人
与厨师现场采访推介，更加活色生香，
令人直吞口水。

这十道菜就是前不久评选出来的
“高坪农家十大碗”,活动现场举行了

授牌仪式。接着，新评选的当地“十佳
俏厨娘”款款走来，将这些最地道农家
美味端给现场嘉宾观众品尝，令大家
一饱口福。

4月12日，“高坪农家十大碗”“高
坪十佳俏厨娘”评选初赛开启，并通过
新媒体进行网上投票，短短 5 天就吸
引13.1万人参与投票。高坪美食、高坪
农家乐成为浏阳市民微信朋友圈的热
词。4月19日，“高坪农家十大碗”评选
活动决赛在“吴家别院”举行，吸引了
众多食客前来观赛。

美丽的浏阳河穿过高坪镇，沿途
兴起农家乐60余家，相关从业人员达
1200 余人，到高坪农家乐吃土菜、品
美食、赏美景，是很多人的选择。据统
计，4 月 20 日至 30 日，日均接待游客
近3000人次。

自在有味快乐游
——浏阳市浏阳河乡村美食文化节开幕见闻

湖南日报4月 30
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高翔）疫情之下，
你陪孩子跳绳打卡了
吗？今天，由湖南省体育
局、湖南日报社指导，吉
祥人寿、湖南日报新媒
体发展有限公司主办的

“惠民大行动 全民健康
季”活动启幕。活动包括
全民云跳绳比赛、关爱
父母免费孝心体检、健
康讲座等项目，其中，全
民云跳绳比赛5月1日
开赛。

春来夏至，疫情渐
退，健康话题备受关
注。跳绳作为全民皆宜
的体育运动，好处多
多。湖南财信金控集团
总经理程蓓表示，财信
金控旗下吉祥人寿参

与举办此次活动，展现关注健康养
老需求大局、保障民众健康的担当，
健康运动请从现在开始。

全民云跳绳比赛持续至 6 月 30
日。民众只需录制1分钟计数跳绳视
频，或 3 分钟以内花样视频，上传至
新湖南客户端“全民云跳绳”栏目即
可参赛。获胜者将赢得小米平衡车、
华为手环、智能体脂秤等奖品。

疫情发生以来，吉祥人寿先后
为支援湖北的湖南医护人员、省内
村（居）两委工作人员等 7 类人群
提供保险保障。目前，吉祥人寿推
出保费更低、保障更全的“惠民保”
保险产品，助力民众抵御风险守护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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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邓晶
琎 通讯员 邓竹君）从 5月 3日起，全国
民航将执行 2020 年夏秋航季航班计
划。省机场管理集团昨日发布消息称，
在新航季，全省7个机场（不含正在提质
升级的永州机场）每周计划航班总计
6008 架次。其中长沙机场周计划航班
4264 架次，将通航除合肥、南昌、武汉、
郑州、拉萨外的所有内地省会城市。

按新航季计划，长沙机场将新增喀
什、沧源、佳木斯、汉中、中卫、河池、阜
阳、安顺等 8 个航点。长沙至北京的（含
大兴）航线平均每日计划由17班增加至
19 班，基本达到全时段覆盖。长沙至上
海（虹桥和浦东）的航线平均每日计划
由16班增加至20班。

张家界机场将新增长春、惠州、井冈

山等13个航点；常德机场将新增贵阳、青
岛、泉州、厦门4个航点；怀化机场将新增
北海、鄂尔多斯、郑州3个航点；衡阳机场
将新增北海、南京、西双版纳、运城4个航
点；邵阳机场将新增鄂尔多斯、上海浦东
2个航点；岳阳机场将新增哈尔滨、鄂尔
多斯、惠州、泉州等多个航点。

湖南本土航空公司红土航空将首
次在长沙投放两架过夜运力，届时将在
长沙、张家界、岳阳机场新增 7 条航线，
每周计划航班起降96架次。

省机场管理集团市场部介绍，民航
“换季”恰逢“五一”假期，航班票价有较
大折扣，比如长沙飞丽江、杭州、西安、海
口等热门旅游城市的最低机票价格不足
400元，省内张家界飞长沙、衡阳的最低
票价则在200元以内，性价比非常高。

民航“换季”恰逢“五一”假期

航班多了 票价降了

4月29日晚，游客在永顺县芙蓉镇欣赏土家族民俗表演《哭嫁》。为迎接“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芙蓉镇亮化
一新，夜幕降临，四周山坡上的千户土家吊角楼华灯点亮，在绚丽多彩的叠水大瀑布霓虹灯光渲染下，变幻无穷美
不胜收。与此同时，游客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艺表演了解当地土家族的民俗风情。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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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0日下午4时，长潭西高速学士收费站以西，出城车流明显上升。当天下午，该高速公路迎来“五一”小长假出行高
峰。高速交警部门预判，“五一”假期将迎来省内中短途自驾出游高峰，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达1800万辆。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傅聪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张倩）这个“五一”假期，湖
南天气稍显复杂，湘北前晴后雨，湘中
以南雨日较多。不管晴天雨天，假期这
段时间天气都很热，最高气温将在 30
摄氏度左右。天气这么热，湖南会入夏
吗？

这两天长沙的天气有点热，最高
气温一度冲上30摄氏度，街头短袖短
裙出动，满是初夏风情。不过，眼下我
省尚未入夏，气象学上，以该年第一次
出现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都在22摄氏

度以上（含 22摄氏度）为入夏标准，这
5天的第一天作为夏天的开始。我省常
年入夏时间在 5 月 19 日左右。今年的
夏天会不会在假期提前来到呢？我们
可以等等看。

省气象台预计，5 月 1 日至 3 日，
湘北天气晴好，湘中以南多阵性降雨
发生，局地中到大雨；4日至6日，全省
将迎来一次较强降雨天气过程，大部
分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
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
流性天气。气温方面，由于没有明显冷

空气影响，整体气温偏高，最高气温为
29至31摄氏度。

针对湖南五一天气形势，气象专
家提醒，近期湘北地区气温较高、湿度
小，森林火险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森
林火灾；注意防范五一假期降雨造成
的道路湿滑及路面积水、1日至2日湘
北局地早晨大雾等对交通运输与出行
安全的不利影响。此外，五一假期气温
整体偏高，公众开展户外活动时要注
意做好防晒措施，并随时关注天气变
化，注意防范雷电灾害。

“五一”假期湖南会入夏吗
最高气温将在30摄氏度左右，4日至6日迎较强降雨过程

月桂聊天

湖南公布4A级以上景区最大承载量

湖南日报4月30日讯（记者 奉永
成 通讯员 欧阳锋）“五一”前夕，省安
委办、省应急管理厅下发通知，要求各
级各地针对当前企业密集开工复产和

“五一”期间安全生产的规律特点，强化
安全监管，做好“五一”期间安全防范工
作，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全
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通知要求，要加强对交通运输企业、
重点车辆以及重点路段的安全监管，严厉
查处无证驾驶、超速超载、“酒驾”“毒驾”
和农用车非法载客等严重道路交通违法
行为；对已开放的旅游景点开展全面排
查，加强景区景点、旅游项目、旅游设施的
安全管理；对城市综合体、劳动密集型企

业、车站、医院等重点部位开展消防安全
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加强对煤矿、非煤矿
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建筑等行业的
安全监管，消除风险隐患。铁路、民航、特
种设备等行业监管部门和单位要严格落
实安全监管责任，确保安全稳定。

当前，正是我省防汛和森林防灭火
的关键时期。省安委办要求，要突出重
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单位、重点环
节，开展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紧盯
主要江河、各类水库，加强分析研判，做
好汛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要加强
野外火源管控，加大“五一”期间农事用
火、林业生产用火和其他野外用火管控
力度，有效防范森林火灾。

省安委办、省应急厅下发通知

做好“五一”期间安全防范工作

▲ ▲（上接1版）
支持开发更多就业岗位。实施

重大产业就业影响评估，优先投资
就业带动能力强、有利于农村劳动
力就地就近就业和高校毕业生就业
的产业；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进

“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优化自主
创业环境；支持灵活就业和新就业
形态等。

《措施》明确，此前于疫情期间
发布的有关政策措施，与本《措施》
不一致的，按照本《措施》执行。

湖南日报4月 30
日讯（记者 上官智慧
通讯员 谢德才 黎治
国）今天上午,桑植民
歌国际文化产业园暨
澧源综合大市场提质
搬迁项目正式开工。项
目建成后不仅可完善
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
位，更能提升城区旅游
服务承载能力，丰富旅
游产品供给，助力桑植
旅游更好更快发展。

桑植民歌国际文
化 产 业 园 投 资 12 亿
元，占地 140 亩，计划
于 2024 年 12 月建设
完成，是省、市、县重点
项目之一，也是桑植首
个集观光旅游、休闲娱
乐、商务会务、民歌文
创于一体的大型综合
性文化旅游项目，围绕
桑植民歌打造民歌文
化全产业链，通过宣传
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化和演出常态化的运
营手段，将桑植培育成
为国内外知名的山水
人文融合旅游休闲度
假胜地。

据了解，项目一期
建设的（新）澧源综合

大市场，既承载原澧源综合大市场
功能，满足该县及周边城乡居民一
站式生活服务需求，更是紧跟全球
菜场发展潮流而打造的文旅融合

“最美菜市场”，城市中心区域旧城
改造的一次重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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