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旅游电商平台———
吃住行预订一键搞定

体验平台� 湖南旅游电商网 “马上旅·湘潭”

有了网络，生活变得简便多了。 旅游最烦
的就是订门票、订车票、订酒店，如果也能在
电脑或手机上搞定就好了。

其实旅游电商平台也不少， 但平台鱼龙
混杂，信息“真假难辨”，我们到底该信哪一
家？ 2 月 3 日，湖南旅游电商平台上线运营，
你只需轻点鼠标搜索平台或用手机下载云
端， 就可在平台上轻松搞定旅行中的吃住行
游购娱预订，放心消费。

这个由湖南省旅游局牵头打造的平台，
所有发布的产品都经过了筛选、审核、把关，
信息准确、可靠。 确保了产品的代表性和权威
性、公信力。 而且围绕目的地进行关联产品推
荐，游客只要搜索目的地，平台将提供吃、住、
行、游、购、娱六要素的关联信息查询，避免了
信息的零散和碎片式，目前，湖南旅游电商平
台已整合全省 600 多家旅游关联企业。

平台独特的国家专利技术的采用， 无需
依赖数据平台和宽带， 也方便了偏远地区的
旅游企业在线销售产品。 它还为游客和企业
提供定位、产品溯源、无线 WIFI、建网店、支
付结算、远程监控等服务。

作为湖南唯一列为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
市的湘潭，2014年 9月 19日，“马上旅·湘潭”
正式点击开通上线运行。 打开微信，搜索微信
号“马上旅·湘潭”并关注，即可开始体验网站
提供的咨询、预定服务。“马上旅·湘潭”的分栏
内容“话说湘潭”为你普及湘潭厚重的历史人
文，想品尝湘潭美食，微信平台也会一一为你
推荐！ 通过网站的预定服务，游客还可享受优
惠价格购买景区门票和预订酒店住宿。

目的地天气如何？ 何处可搭乘公交、的
士？ 这些困扰自助行游客的问题，“马上旅·湘
潭”都能有效解决。 点击进入“自助服务”，通
过 GPS 定位游客所处位置，天气信息立马送
达用户手机， 而用户的用车信息也即刻发至
的士司机终端。

从全省来看，“马上旅·怀化”、“马上旅·
娄底”等已正式运营，未来“马上游”湖南系列
将覆盖更多区域与行业。

智能导航———
做自己的导游

体验景区 张家界天门山 韶山滴水洞

旅途中， 我们一直在寻找那道别致的风
景，如何不迷路又能探寻心中的美景？ 让智能
导航帮助我们！

张家界天门山引进景区自动导览系统
“安导通”， 游客在天门山标致门等核心景区
即可花 20 元至 40 元不等的费用租用“安导
通” 导游机， 安卓系统的手机用户也可下载

“安导通”APP。 它通过实时定位游客所处位
置，为游客提供最合理的游览路线推荐。 所到
之处，除尽收眼底的自然旖旎风光，“安导通”
还像贴身导游般为我们实时讲解， 一边听一
边看，走走停停，岂不乐哉！你不懂中文？不要
紧，英文导航亦在紧密筹备中。

与结伴出游的伙伴走散了， 切莫着急，
“安导通”具备通话功能，让你无论多远都能
与另一处的伙伴及时通话。 与一般手机不同，

“安导通”无惧山区信号覆盖限制。
天门山景区还推出“智能导游”平台，平台

囊括天门山旅游攻略、景区导览、服务指南、历
史人文等诸多内容，游客只需用手机扫一下“智
能导游”二维码，就能立刻全面了解天门山，为
自己量身定制个性化的天门山之旅。

当自驾游游客从高速公路即将进入韶山
时，切莫错过那块印有二维码的标识牌，打开
微信“扫一扫”，电子地图跃然屏幕。 智能手机
不离手的游客若来到滴水洞景区， 下载“720
全景旅游”APP，可 720°立体游览景区实景。

更便捷的是， 游客还能查看韶山宾馆各客房、
用餐包厢的实景，真正做到预订前心中有谱！

WIFI 覆盖———
现代科技入驻人文、山水深处

体验景区 南岳衡山、灰汤温泉酒店、曾国藩故居

与友人分享一路见闻是我们走出家门的
乐趣之一。 发个朋友圈、发条微博对行走在路
上的手机一族来说可谓每日必做功课。手机网
络流量限制？信号弱，网速同龟速？当WIFI网
络覆盖景区后，将大大改变这些窘境。

2015 年，韶山景区和曾国藩故居正在积
极落实WIFI 网络建设，预计很快赴这两个地
方的游客就能享受快速便利的免费网络。

去年国庆黄金周来到南岳的游客是否已
抢先体验快速的 WIFI 上网服务？ 据悉，南岳
城景区各主要景点、交通场站和游客服务中心
等重要的游客集聚区域已实现无线 WIFI 覆
盖向游客免费开放。 此外， 包括景区车辆、宾
馆、农家乐在内的无线WIFI 覆盖也在加快建
设当中。

据南岳区旅游局局长旷诗秦介绍， 南岳
景区各主要景点、交通场站、游客集散中心和
门票发售站的基本带宽均超过 500 兆， 可以
供近千人同时在线。 同时景区还规范了WIFI
信号覆盖提醒标识牌。

一边泡温泉一边上网真是美事。 现在，宁
乡灰汤各大温泉酒店、 度假村和张江垭温泉
景区都已向各位游客提供免费WIFI 服务。

微信平台———
景区与游客无障碍互动

体验景区� 长沙天心阁、南岳衡山、株洲方特、
新宁崀山、常德桃花源……

微信成为时下人们离不开的社交软件，
为了更贴近、更好地服务游客，各大景区也纷
纷开通微信公众号， 向游客推送实用有趣的
信息。

搜索“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长沙世界之
窗”、“株洲方特”、“湖南新宁崀山”、“常德桃
花源”等微信号名称并关注该号，游客将收到
图文并茂的景区推介信息，包括景区概况、大
型节庆活动、优惠政策等。

更让人惊喜的是， 景区微信平台加强了
实时互动功能， 游客通过微信平台还可与同
在景区的其他游客进行互动聊天， 交换游览
心得， 也可将在景区拍的照片发布至微信平
台制作成电子照片墙，代替那曾几何时的“到
此一游”，环保又文明。

来到边城凤凰，怎能不看一出“翠翠与傩
送”的动人故事？ 到天门山，天门峡谷里，“狐
仙与刘海”的爱情故事感天动地……想看戏？
不妨先搜索关注“烟雨凤凰演艺”、“天门狐
仙”，知晓演员们舞台背后的故事，当然还有
更重要的是掌握演出信息和订购门票。

伴随着微信朋友圈晒美图的持续火热，
南岳景区第一时间开通微信公众账号“南岳
旅游”与粉丝互动。 去冬今春开展的“冬季到
南岳来看雪”网络活动，“最美南岳衡山雪”网
络点击量多达 11 万余人，观冰赏雪的游客纷
至沓来。

电子监控系统———
疏导游客、规避拥堵

体验景区� 韶山、炎帝文化主题公园

独具韵味的景致总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前
往，但遇上公众假期，人流拥堵，再美的风景
也沦为人群的配角，甚至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这时，如能通过电子监控系统，合理安排游览
路线，避开拥堵区域，探寻新的美景当然是最
好不过。

韶山在每个景区、 重要的十字路口分别
安装了电子监控系统，由专人负责监控调度，
一旦某区域出现拥堵预警， 工作人员会前往
疏导。 去年“十一”黄金周，韶山景区内再无私
家车阻碍交通、人群集中滞留的困境。

来到炎帝文化主题公园的游客一定要
登上神龙塔， 除感受登高远眺的壮阔之风
韵，更要体验这里的全景触摸屏设备，游客
通过该设备能看到景区各方位的实时状况。
对于时间紧迫的游客，这里展现的美景堪比
3D 电影的效果， 而那些想探寻新路线的游
客也能一目了然地找到心仪的路线。

文 / 张笛 实习生 杨子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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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门票、酒店，足不出户就能
预订；三维地图，让我们做自己的导
游； 实时路况， 告别烦心的交通拥
堵；免费 WIFI，随时与朋友分享一
路美景与心情……随着科技的发
展， 越来越多的智能应用出现在人
们的旅途中。

2014 年是国家旅游局确定的
“智慧旅游年 ”，2015 年 ，《〈国务院
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
见〉任务分解表》正式对外公布，要
求“制定旅游信息化标准，加快智慧
景区、智慧旅游企业建设，完善旅游
信息服务体系”在 2015 年底前取得
阶段性成果。

智慧旅游能让我们享受多少舒
适和便捷？ 今天， 请跟随我们的脚
步，一起探寻智慧旅游背景下，怎样
玩转湖南的那山那水。

链 接

智慧旅游：利用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技术，通过互联网、无线网络，借助便
携的终端设备，实现各类旅游信息的自
动感知、及时传送和挖掘分析，提升游
客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旅游活动中
的自主性、互动性，为游客带来超出预
期的旅游体验和无处不在的旅游服务。

洋湖湿地公园启用
全国首个二维码智慧景区平台

3 月 30 日起， 洋湖湿地公园借助
使用全国首个二维码智慧景区平台，实
现了覆盖全园的旅游解说系统。游客边
游边“扫”，通过自己手机即可使用这套
包含二维码电子标签、 解说 （文字、图
片、音频）、评论的系统。 解说内容可根
据游客反馈和公园发展快速更新，时间
只需要几分钟。

二维码智慧景区平台目前已有全省
50 余个等级景区参与使用，此成果在湖
南首发后还将向全国景区推广使用。

“湖南旅游监管网”
获 2014全国智慧旅游创新成果奖

省旅游局研发的用于规范旅行社
管理的信息化平台，已成为我省行业管
理的综合性平台。 包含旅行社（旅行社
的基本信息、团队信息、电子委派单、年
审年检等）、星级饭店、景区景点的信息
管理，开发了目的地结算功能和保险功
能以后，为旅游企业和导游提供了更方
便、快捷、高效的信息化服务平台。

锦绣潇湘旅游卡
获“2014 全国智慧优秀案例奖”

省旅游局监制发行的“惠民”旅游
卡，游客持卡可全年不限次免门票或优
惠畅游签约景区。 12301 旅游服务热线
为该卡的办理和使用提供全程咨询、投
诉服务。

轻松 湖南玩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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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门山索道

游客在滴水洞凭电子票二维码入园。

游客在南岳使用景区免费 WIFI
服务。 文丽贵 摄

游客正在扫描天门山“智慧导游”
平台二维码。

湘潭酒店大厅摆放的旅游触
摸式查阅一体机。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有了电子监控系统疏导游客，避免拥堵。

洋湖湿地公园启用二维码智慧景区平台。

智慧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