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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陈鸿
飞 王梅 通讯员 周健 刘枫波）“因疫
情影响，原来的工作没有了,但政府很
快给我提供了公益性环卫保洁岗位,现
在每月能领到2200元工资。”6月17日
上午，环卫工胡金徕穿着环卫工作服，
驾驶着扫地机正在衡东县城康佳路清
扫保洁。

胡金徕家住省级贫困村吴集镇莫
园村。妻子患风湿病已有10多年时间，
现已丧失基本的劳动能力。2014年，胡
金徕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去
年，胡金徕在衡东县城一家电影院做

临时工。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这家电影院没有开放营业，老胡丢掉
了饭碗。今年 4 月，衡东县在全县范围
内选聘环卫保洁公益性岗位，胡金徕
受聘担任县城环卫工。

目前，衡东县共有建档立卡贫困
劳动力9883人。今年初以来，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贫困劳动力返岗就业受
阻，直接影响贫困户增收。为此，该县
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帮助贫困户就
地就近就业。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全
部由县财政负担。

县财政安排各类公益性岗位补贴

资金 1000 多万元，用于保障公益性岗
位开发和工资待遇。县农业农村局在
农村卫生保洁员公益性岗位的选聘
上，每个村安排 1至 3名贫困劳动力就
近就业。县林业局在选聘生态护林员
公益岗位人员时，确保有劳动能力的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贫困边缘人员聘
用护林员比例，不低于护林员总数的
70%。

衡东县对公益性岗位实行动态调
整，安置对象能进能出，安置时间最长
不超过 3年，距离退休不足 5年的可延
长至退休年龄。

▲ ▲

（下转2版②）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孟
姣燕）记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
悉，端午小长假，全省纳入监测的131
家旅游区（点）累计接待游客245.26万
人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7970.17万元，
同比分别下降61.66%和67.49%。全省
累计接待游客1152.68万人次，累计实
现旅游收入 80.83 亿元，同比分别下
降 27.08%和 25.94%。假日旅游市场
总体平稳恢复。

全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端午节
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的愿
望，文化游、民俗游等文旅消费需求
旺盛。如汨罗屈子文化园举行的“国

风新韵，潮动端午”第十六届中国汨
罗江龙舟节，宁远文庙举办西厢新青
年艺术展、穿汉服包粽子绣香包端午
民俗体验活动，常德桃花源景区推出
的包粽子、沐兰汤、射五毒、登高祈福
等特色活动，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因受疫情影响，省内游、周边游
等短途旅游成为主流。湘西州短途近
郊游持续发力，芙蓉镇、民族文化园、
乌龙山大峡谷、马王溪、浦市古镇等
成为人们出游的主要目的地。怀化市
新推出的洪江古商城-鹤城黄岩旅游
区、溆浦穿岩山-山背梯田、通道最美
侗乡游、沅陵人文山水游等夏季旅游

精品线路产品受到了全省各地游客
的青睐。

假日期间，我省接待人数排名前
10的旅游景区分别是邵阳崀山、长沙
岳麓山、湘西凤凰古城、长沙橘子洲、
衡阳南岳、株洲炎帝陵、湘潭韶山、常
德桃花源、邵阳云山、长沙大围山。

省文化和旅游厅介绍，假日期间
全省文化旅游系统贯彻落实文化和
旅游部、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切
实做好疫情防控和假日旅游工作，要
求各景区分时段预约开放。全省假日
旅游市场秩序井然，无旅游安全事故
和重大旅游投诉。

端午小长假湖南旅游市场平稳恢复

全省接待游客1152万余人次

开发岗位 力挺困难群众
衡东逾1200名贫困劳动力就业财政负担的公益岗位

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李治
通讯员 陈文成

夏至已过，热浪开始繁衍生息。
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国外战

“疫”形势依然严峻。长沙市率先在工
程机械行业打响“会展第一枪”，6 月 5
日，2020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后市场交
易大会顺利收官，两天迎来2万人次观
展，斩获近亿元订单。

亮丽数据背后，是人流物流有序
流动、产供销有机衔接、内生动力不断
释放。

疫情下，长沙工程机械产业迎难
而上、率先突围，以打造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集群为目标，闯出一片新天地。

迎难而上：激活产业链
活力，传递产业增长信心

6 月 12 日，记者驱车沿岳麓大道
一直向西，到达中联重科麓谷工业园
数万平方米的展示坪，见“一”字陈列
的泵车、吊车，臂架直指蓝天，在阳光
下熠熠生辉。

展示坪进口连接着车间，生产、出
货井然有序；出口直通厂区大门，设备
装车、发货有条不紊。

湘江对岸，约 20 公里外的三一重
工 18 号厂房内，生产制造、发货运输、
检验服务等 24 小时运转，一系列动作
同样紧凑分明。

铁建重工生产的盾构机连续皮带

机，装满59个集装箱，搭载着国内首趟
地铁设备专列，“火速”赶往莫斯科，助
建当地地铁……

长沙工程机械企业如今的“状
态”，已然走出疫情的阴霾，逐渐从复
工之初“如履薄冰”，走上正轨。

2 月初，疫情防控正吃紧，但订单
积压、客户催促等多种因素，呼唤工程
机械企业快速复工复产，这对企业的
统筹管理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是一
个极大考验。

企业“硬核”做法出奇制胜。中
联重科在“线上”举行开工仪式，复
工有序分步进行；三一重工自建疫
情防控平台，精准追踪上岗员工历
史轨迹；

▲ ▲
（下转2版①）

长沙工程机械行业疫情下危中觅机——

扛住难关 掘进广阔天地
长沙地铁3号线、5号线整装待发

6月27日，宽敞明亮的长沙地铁3号线烈士公园东站。据悉，长沙地铁3号线、5号线，预计6月28日正式初期运营。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 6月 27日讯（记者 周月
桂 通讯员 黄颀杨）永州市一批产业链
招商项目将亮相 2020“沪洽周”。记者今
天从省商务厅获悉，该市前期报送发布
项目 245 个，总投资 3559 亿元，其中省

“招商服务云平台”发布重大项目 99 个，
总投资约558亿元，涵盖基础设施类交通
能源、城市建设、电子信息、健康养老等。

据了解，本次“沪洽周”永州市拟签
约项目 22个，总投资 203.3亿元，现场签

约 2个，总投资 40 亿元。在 7月举行的昆
山电子信息产业推介会及杭州举行的跨
境电子商务推介会上，永州市将重点推
介电子信息产业和农产品电子商务。

今年以来，永州市组建了生物医药、电
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轻纺制鞋、新材料、能源电力、现代金融、现
代物流、文化旅游等10个产业链组进行招
商工作，各产业链招商组以长三角、粤港澳
大湾区等经济带为主战场，通过展会招商、
企业招商、驻点招商、以商招商、人脉招商、
网上招商等多种方式，组织精准招商专卖

活动10余场，引进投资5000万元以上产
业项目206个，总投资467.06亿元。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永州市坚持因
地制宜，突出县区特色。各县区逐步形成
具有区域特色的主导产业和支柱产品，
呈现产业抱团转移的趋势。祁阳县在壮
大以凯盛鞋业为主的制鞋产业的基础
上，重点发展纺织产业园。江华瑶族自治
县电机产业项目呈现“抱团式落地、联盟
式入驻、链条式发展”态势，建成电机产
业特色园。蓝山县重视皮革皮具产业发
展，组建蓝山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

永州产业链招商添彩“沪洽周”
长三角

湘约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何清隆

6月 16日，长沙高新区互联网行
业党群服务中心人来人往，或咨询、
或阅读、或健身……在这里，企业员
工不出园，就可把“党务、政务、群团”
所涉业务全部搞定。

互联网企业是新时代党建的新
兴领域，面对党建工作新课题，长沙
高新区党工委创新党组织设置，提出

“把党委建在行业（产业链）上”，在全
省率先成立互联网行业（产业链）党
委，以互联网思维打造“红芯链”赋能
产业链，引领高质量发展，走出了一
条互联网行业党建工作新路子。

党建+产业链，让网
“红”起来

去年，长沙市互联网行业党委正
式成立，重点加强对 100家新闻信息
类、网络平台类、内容服务类、网络安
全类重点互联网企业的党建指导。

长沙高新区互联网关联企业过万
家，聚集了腾讯云基地、亚信软件、CS-
DN等30多个互联网企业全国性总部
或区域性总部，以及滴滴出行、58到家
等一批全国知名互联网企业。

在此基础上，长沙高新区党工委
率先提出以党建为引领，以产业链和
工会建设为平台，以帮扶企业为抓
手，把党委建在行业（产业链）上，实

施党建“31666工程”，采取“党建+产
业链”建设模式，构建“党建引领、行
业归口、产业链接、融合发展”的行业
党建工作新体系。

“网络签到、手机扫码线上投票，
成立大会准确高效地完成了选举任
务。”58到家党委挂牌成立大会上，充
满互联网时代特点的党组织活动形式
得到年轻党员的一致好评。当天，58到
家党委成立蓝领党支部，覆盖近2000
名流动党员。

服务上线，让“芯”聚起来
今年春节，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打破了企业生产经营计划。如何
在疫情“虎视眈眈”的情况下，确保生
产生活物资供应，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互联网行业（产业链）党委迅速向
101 家重点互联网企业派出驻企联络
员，指导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

（下转2版④）

长沙高新区把党委建在行业（产业链）上——

打造“红芯链”赋能产业链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周
月桂 通讯员 黄颀杨）“火红七月，湘
府有礼”，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省商
务厅将联合相关部门、支付平台以及
商家企业共同推出湖南消费促进月
活动。活动聚焦受疫情冲击较大的餐
饮、零售行业，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
作、平台支撑，以发放亿元行业消费
券的形式，带动人气回流和消费回
补。

本次消费促进月活动，主体活动

将通过阿里巴巴支付宝平台，以发放
零售、餐饮电子消费券形式实施，累
计将发放消费券亿元以上，带动相关
消费 10 亿元以上。各市州和运行平
台也将配套开展“717生活狂欢节”等
各类促销活动。

在湘人员不限户籍，在活动期间
均可登录支付宝首页直接进入“火红
七月 湘府有礼”会场完成领券，或者
在支付宝 APP 搜索“湘府有礼”进入
会场领取电子券。消费券分为政府

券、平台券、企业券，7 月 1 日、7 月 3
日、7 月 10 日、7 月 17 日、7 月 24 日 5
个发券日中午12点开始领取。

公众获取政府消费券后，7 天内
可在湖南省境内使用支付宝付款的
各类餐饮、零售企业门店消费时使
用。公众获取平台发放的消费券，可
以在饿了么、口碑平台线上使用，可
和政府消费券叠加。公众获取企业
发放的消费券，可以在商家线下门
店、在支付宝、口碑、饿了么线上平
台使用，可以和政府券、平台券叠
加。

省商务厅表示，本活动鼓励餐
饮、零售企业积极参加。公众咨询电
话：95188。

湖南消费促进月7月开启
发放消费券亿元以上，带动相关消费10亿元以上

空中“吊起”独特风景
6月27日，正值端午假期，长沙市芙蓉区芙蓉中路一高楼上，“城市美容师”为玻璃幕墙“洁面美容”。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

动扮靓城市，成了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湖南日报记者 辜鹏博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传统端午，民俗释放魅力，本地
周边游扮演假日旅游主力。

端午小长假 3 天，全省累计接待
游客 1152.68 万人次，累计实现旅游
收 入 80.83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27.08%和 25.94%。全省纳入监测的
131 家 旅 游 区（点）累 计 接 待 游 客
245.26 万人次，累计实现营业收入
7970.17 万元，同比分别下降 61.66%
和67.49%。

疫情倒逼旅游市场挖掘新内涵，
发展新业态，端午假期湖南旅游市场
平稳恢复。积极探索自救转型之路，
我省旅游业界也期盼政策春风：低风
险地区放开跨省游。

民俗游显魅力，乡村游潜力大
6 月 25 日上午，汨罗江上，鼓声

激越。汨罗屈子祠前，民间龙舟队在
香草湖劈波斩浪。“我们的节日·端
午”屈子文化园游园活动上演龙舟竞
渡好戏。

今年端午节，正值常态化疫情防
控。三湘大地，粽叶飘香。从汨罗屈子

祠，到宁远文庙，全省节日主题文旅
活动精彩纷呈，民俗游等文旅消费需
求旺盛。

岳阳楼景区捧出民俗文化“盛
宴”——巴陵戏进景区，端午节当天，
巴陵戏剧在岳阳楼新碑廊精彩上演，
游客移步换景，享受“处处有历史，步
步有文化”的魅力之旅。

常德桃花源景区开设民俗“市
集”，包粽子、沐兰汤、射五毒、登高祈
福等特色活动，引得游人纷至沓来。

吉首矮寨奇观景区在天问台举
行祈福活动，再现屈原问天场景。

民俗文化赋能旅游品质提升。生
态健康、回归自然的乡村旅游仍是假
日旅游“主角”。

“听着轻快的摇蜜声，闻着甜蜜的
花香味，才知道蜂蜜原来是这样摇出
来的。”6月 26日，长沙游客李亮亮在
浏阳大围山镇体验蜂脾如何变成色泽
亮黄的蜜汁。端午假期，大围山镇推出
的“红色研学”“慢游围山”两条精品乡
村旅游线路，引得游客纷至沓来。

“3 天假期，3 万多名游客在大围
山上畅游森林，在大围山下摘小水
果、游白沙古镇、玩漂流踩溪、品‘围

山八蒸’、住特色民宿。”大围山镇镇
长邵哨说，疫情催生游客到山里乡下

“吐口气”的需求，大围山镇做产品优
服务，成为假日长沙周边的避暑地。

假日期间，人们纷纷走进乡村，亲
近自然。娄底市娄星区的花溪谷、凤凰
山庄，株洲云上大院，东安县南溪花
海，益阳罗文花海等乡村旅游景点活
动丰富多彩，乡村旅游潜力巨大。

挖掘新业态，景区谋自救
雨过天晴的夏日，芙蓉镇大瀑布

水声轰隆，浪花四溅。游人从大瀑布
下的小路徒步穿行而过，享受着“瀑
中观瀑”的清凉。

“疫情促进了景区转型成功。端
午假期 3 天，芙蓉镇景区接待游客
1.25万人次，恢复至去年同期七成水
平。”湖南华夏投资集团董事长钟飞
介绍，受到疫情重创，逼着景区转型，
自 5 月 1 日以来，芙蓉镇开始免除景
区门票，同时新打造了《花开芙蓉毕
兹卡狂欢》旅游演艺，引导更多民宿
主提质民宿品质，把影视文化植入当
地餐饮业，这些举措极大拉动了景区
二次消费。

▲ ▲

（下转2版③）

探索转型之路“游”出复苏之旅
——端午小长假湖南旅游市场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