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出“稳中有进，
稳中提质”的成绩单

(上接1版③)

……
新常态下， 湖南投

资、 消费、 出口“三驾马
车” 平稳发力， 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

投资， 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动
力。 稳增长首要的是稳投资。 湖
南着眼于强产业、 打基础、 补短
板， 不断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一季度， 全省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3317.47亿元， 同比增长 18.3% ，
比全国投资增速高出4.8个百分
点。

在省会长沙， 城市地铁、 磁
浮工程、 万家丽路快速化改造、
蓝思科技等一批重大项目加快推
进。 一季度， 长沙624个重大项目
完成投资223亿元， 新开工项目87
个。

消费， 是稳增长的持续拉动
力。 湖南适应消费发展新趋势，
大力发展服务业， 网络、 信息、
旅游等新兴消费发展势头强劲。
今年前2个月， 我省网络购物销售
额增长达60%以上。 一季度， 全
省 实 现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2722.8亿元， 增长12.9%。

出口， 是稳增长的重要力量。
湖南着力拉长外向型经济的短腿，
打造9大外贸平台， 开放型经济逆
势而上。 一季度，全省完成进出口
总额427.52亿元， 增长38.4%。 其
中，出口322.55亿元，增长83.2%，
增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产业、 新业态成为
增长新力量

新常态、新机遇。 面对不断涌
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
式，湖南抢抓机遇，积极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为稳增长注入强大的
新动力。

在推动信息化中培育新兴产
业。 大力实施“互联网+”行动，推动
互联网技术在现代制造业、 生产服
务业、文化、旅游、城市管理、新农村
建设、现代农业等领域的运用。 一季
度， 全省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
24%，移动互联网产业发展更是风生
水起， 仅长沙高新区一季度就新增
移动互联网企业190家，新增注册资
本9亿元。 长沙市电子商务交易总额
880亿元，同比增长25%。一个千亿级
移动互联网产业集群指日可待。

在对接“中国制造2025”中改
造传统产业。“中国制造2025”的核
心是促进信息技术和制造技术高
度融合。 湖南坚持创新驱动，加快
工程机械、石油化工、钢铁有色等
传统优势产业的高端化改造，让

“老树发新芽”。 以工程机械驰名海
内外的中联重科瞄准环卫领域成
功突围，成为全国最大的环保环卫
装备制造商。 华菱涟钢依托技术创
新实现了巨亏后的成功“逆袭”，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240余亿元。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肖军
通讯员 刘纯意 向显桃 ）5月初，沅
陵县史志办在清理档案时， 发现
一组拍摄于70多年前日本飞机轰
炸沅陵县城的老照片， 照片真实
记录了当时火海连天、 残垣断壁
的悲惨场景， 见证了日本侵略者
的残酷暴行。

据介绍，抗日战争爆发后，沅
陵成为大湘西乃至全省的后方重
镇。1938年11月，湖南省政府及部
分机关单位迁移至沅陵后， 沅陵
县城成为日军空袭轰炸的重点目

标。 1939年8月18日，日军出动36
架飞机，对沅陵进行了长达3小时
的疯狂轰炸。 此后，沅陵县城平均
每月要遭受1至2次轮番轰炸 。
1942年1月27日，6架日军飞机途
径沅陵上空投弹20多枚轰炸湘西
发电厂，所幸由于地面炮火猛烈，
发电厂得以保全。

据史料记载，日军从1939年8
月18日至1944年9月23日，共出动
飞机221架次， 轰炸沅陵22次，累
计投弹1165枚，烧毁房屋3099栋，
炸死平民953人。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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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唐爱平

大湘东，出名了！ 就在这个春天，随
着大湘东文化旅游经济带合作联盟成
立，平汝高速沿线的县市，对外统一打出
大湘东旅游的旗帜。

大湘东，红火了！一如人们期望的那
样。今年“五一”小长假，四面八方的游客
潮水般涌来， 打破了这里山山水水的沉
寂。

大湘东火了
旅游人次同比增七成

刚刚结束的“五一”小长假，大湘东
旅游掀起了一个小高潮。 游客纷至沓
来，各大景区接待人数持续攀高:平江石
牛寨，进景区的车辆排成了长龙，仅5月2
日， 到石牛寨景区及周边参观的游客就
达4万多人；在浏阳，象形景区、瑞翔冰雪
世界、中澳蓝鹰拓展基地、天子湾度假村
等景区，到处人满为患。浏阳共接待游客
27.34万人次，旅游产业收入21872.00万
元，同比分别增长60%和61%� ；攸县酒
仙湖景区接待人次同比增长89.7%；桂东
县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综合收入分
别为2.48万人次、1240万元， 同比增长
36.3%，36.1%……

农家乐生意火爆： 浏阳桂园国际度
假村“五一”小长假客房全满，平均每天
接待1500多人； 在茶陵，卧龙村、夏乐
村、东阳湖水上旅游成为游客的新宠，乘
坐游轮观光、品尝特色农家菜，垂钓、种
菜、撑竹排等休闲项目备受青睐；桂东木
坵山庄、红军村现代农庄等乡村旅游点，
人来人往……

土特产销售火爆： 在平江做了21年
酱干的吴师傅，5月2日便卖出了4000多
公斤自家做的酱干，仅石牛寨一个销售点
便卖掉了2500多公斤。 按每公斤20元左

右价格来计算，当天收入便达8万多元。
据初步统计，5月1日至3日， 平汝高

速沿线的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
炎陵、 桂东、 汝城8县市， 共接待游客
104.2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6.8亿元，同比增长85%；旅游人
数和收入均创“五一”小长假新高。

生态、文化、历史、交通，
成就大美湘东

在去年的省政府工作报告中， 省长
杜家毫提出，“加强跨省区合作， 集中力
量建设若干条精品旅游线路和景点集
群”。湖南省旅游局抓住机遇，提出打造

“三区三线，建设湖南新的精品旅游线路
和景点集群”旅游产业发展思路。平汝高
速精品旅游线路便是“三线”之一，大湘
东旅游品牌由此进入大众视野。

大湘东得上天厚爱， 风光秀美， 福
寿山、大围山、酒仙湖、东阳湖、炎帝陵、
神农谷、 江南夏都 （桂东县城） 、热水温
泉……这些景点， 如散落在大湘东青山
绿水间的“珍珠”。以前因交通不便，大湘
东虽美，却与人们隔山隔水。

平汝高速开通了， 大湘东那醉人的
绿色、 那诱人的美食、 那丰厚的历史文
化， 一下子拉近了与游客的距离。 路通
了，自驾游的游客明显增多。今年“五一”
期间，平汝高速沿线8县（市）自驾车游客
占80%。

平汝高速开通， 串起来的不仅是分
散的景点。 大湘东也开始以统一品牌对
外推介营销。4月3日， 由省旅游局倡议，
以平汝高速为主轴，沿线岳阳、长沙、株
洲、衡阳、郴州5个地级市，临湘、平江、浏
阳、长沙、醴陵、攸县、茶陵、炎陵、资兴、
衡东、耒阳、安仁、桂东、汝城14县（市），
成立大湘东文化旅游经济带合作联盟，
迅速在省内外掀起了“大湘东文化旅游”

热。
“大湘东旅游单体上缺乏武陵源、凤

凰、韶山、岳阳楼、南岳这样闻名遐迩的
旅游产品与有吸引力的品牌； 只有整合
资源， 统一品牌， 才能形成强大的吸引
力。”省旅游局副局长高扬先认为。

“大湘东蹿红，媒体集中宣传推介功
不可没。”高扬先介绍，《湖南日报》等多
家媒体，采取深度解读、现场采访、新闻
述评等多种手段、多种方式，对大湘东文
化旅游进行集中报道、连续报道，强大的
舆论声势，为“大湘东”旅游产业升温添
了一把火。 攸县旅游局负责人介绍，“大
湘东”报道推出后，攸县旅游品牌形象更
加光彩照人， 酒仙湖景区接待人次同比
增长89.7%。长沙的易先生这个“五一”去
了趟汝城，他说，正是《湖南日报》的特别
报道《汝城，温泉之乡不思归》，让他萌生
了游汝城的想法。

做大大湘东旅游
大有文章可做

目前，大湘东旅游，在全省旅游产业
中的权重还不是很大。以其资源禀赋，无
疑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随着大湘东品牌的不断推广，大湘
东的旅游总收入完全有可能占到全省的
1/3。”省旅游局副局长高扬先乐观估计。

高扬先认出，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
要做好旅游与扶贫融合的文章。 大湘东
地区，大部分是偏远山区，汝城、桂东等
地还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旅游
要和扶贫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造福百
姓。

这就需要定好位， 发展全域旅游，
“只有全域旅游，才能藏富于民。”

桂东， 这个被大世界基尼斯总部认
定为“负氧离子含量最高的县”，早在去

年就提出了“全景桂东、全域旅游、全民
幸福”理念。桂东县旅游专家罗健东告诉
记者，桂东发展全域旅游，一方面让每一
位来客有景可看、有事可干、有福可享。
桂东将特色产业变为独特的旅游资源，
全县建成茶叶基地8万亩、楠竹基地15万
亩、药材基地15万亩、花卉苗木基地6万
亩，打造“万亩茶叶观光园”和“百里花卉
苗木走廊” 等， 成了吸引外地游客眼球
的一个个亮点。游客来了，都愿意在此停
留。另一方面，全域旅游能让全民参与，
共同致富。 桂东县沤江镇大洞村村民钟
汉民，不仅经营着几十亩红豆杉，还按政
府的“五好”(卫生好、环境好、文化特色
好、服务好、菜肴好)标准建起了农家乐，
今年春节接待了50位前来过年的客人。
有的正月初六才离开。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 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大湘东文化底蕴深厚，始祖文化、
红色文化、客家文化、民俗文化在这里相
互融合、相得益彰。游客来到这里，既能
享受自然生态之美， 还能体验到不同民
俗、感受古老的文化、品味乡野美食。“旅
游只有与文化融合， 才能走得更远。”省
旅游局办公室主任欧阳斌认为。

完善配套服务，亟需打通“最后一公
里”。贯穿大湘东的平汝高速，让人联想到
大洋彼岸的美国“1号公路”，平汝高速被
喻之为“东方1号公路”。不过，高速修到了
门口，并不等于万事俱备。“配套的基础设
施还有待进一步跟进， 打通‘最后一公
里’。”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院长钟
永德教授指出，目前平汝高速沿线，服务
体系存在不足，通讯设施也不完善，有些
通讯基站还未建好，手机没有信号。很多
分叉路口没有指示牌， 满足游客停留的
“服务驿站”还是空白，沿线的景观也需要
优化。 有些景点已拿下国字号的招牌，但
基本还是块璞玉，开发尚待时日。

湖南日报5月8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黄勇华） 针对近
期在旅检现场检查发现的常见违
规情况，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
今天发出提醒： 旅客进出境前，
须向海关主动申请， 并申报关
税； 个人自用进境物品总值在
5000元以内的可以免税； 旅客
出入境可携带的人民币现钞以2
万元为限。

进出境时应主动申报： 旅客
进出境前， 须向海关申报并主动
出示本人有效证件， 及有关物品
进出境的合法证明等； 在境外购
买应税物品进境时， 应主动向海
关申报并缴纳关税； 个人自用的
手提电脑、 手机等旅途须用的应
税物品出境时， 要主动申报以便
复带进境时向海关交验上次出境
的 《申报单》 免税进境。

应税商品限量免税： 进境旅
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个人自用进
境物品， 总值在5000元人民币
以内 （含5000元） 的， 海关予以
免税放行， 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
数量 （但烟草、 酒精制品等20种
商品除外）。 进境旅客携带超出
5000元人民币的个人自用进境

物品， 海关仅对超出部分征税，
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全额征
税。 此外， 对自境外购买化妆品
超过自用合理数量的， 海关将对
超出部分征收50%的关税。

切勿超量携带现金： 旅客出
入境可携带的人民币现钞以2万
元为限,外币现钞可携带出境数量
以折合5000美元为限， 出境人员
携带超出限额的外币现钞出境，
应当向人民银行或外汇主管部门
申领 《携带外币出境准许证》，
入境可携带的数量没有限制， 但
超过5000美元须如实向海关申
报。 携带超过规定限额外币且未
向海关申报的， 海关将视情作出
没收或罚款等处理。

严禁携带各类违禁物品： 违
禁物品包括各种毒品、 武器、 仿
真武器、 弹药及爆炸物品、 假
币， 以及对我国政治、 经济、 文
化、 道德有害的物品。 此外， 出
境禁止携带的物品还包括内容涉
及国家秘密的手稿、 印刷品、 胶
卷、 计算机存储介质等。 特别提
醒不要替他人携带物品通关， 更
不要因蝇头小利沦为走私犯罪团
伙的“通关工具”。

进出境携带现金、物品、商品有哪些规定

长沙海关驻黄花机场办有提醒

日寇暴行又添新证
沅陵发现一组日机轰炸县城老照片

大湘东旅游大有可为

5月8日， 参观者在观看制茶师炒春茶。 当天， 为期4天的2015第十五届湖南茶业茶文
化博览会暨春茶展在省展览馆举行， 共有500余家企业参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紧接1版①)三是建立县级公立医
院运行新机制。 破除以药补医机
制，理顺医疗服务价格，落实政府
投入责任。 四是完善药品供应保
障制度。 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
材费用， 加强药品配送管理和药
品采购全过程监管。 五是改革医
保支付制度。 深化医保支付方式
改革， 充分发挥各类医疗保险对
医疗服务行为和费用的调控引导

与监督制约作用。 六是建立符合
行业特点的人事薪酬制度。 完善
编制管理办法和医务人员评价制
度。 七是加强县级公立医院能力
建设和信息化建设。 八是加强上
下联动。 推动医疗资源集约化配
置， 建立上下联动的分工协作机
制，推动建立分级诊疗制度。 九是
强化服务监管。 严格控制医药费
用不合理增长。

(紧接1版②)初选之后，向基层群
众征求意见，对照“核心价值观”
的要求修改提升， 最终评选确立
家规家训16000多条、 村规民约
76条。 区文明办统一制作家规家
训牌，编印《家规家训唤文明》资
料，分发到每个农户，由农户自主
选用，或借鉴参考。

为满足群众争先创优的要
求，该区将“家规家训进农家”和
“道德评议进农家” 整合升级为
“家风评议”这一新的文明创建载
体。 评议内容由过去侧重于道德
范畴延伸到美丽乡村建设、 综治
维稳、人口计生、重点工程建设服
务等领域。 评议活动以村为单位，

每半年举行一次，评议分自评、互
评、终评3个阶段。 评议结果采用
星级制分为5个等次。 村“家风评
议理事会” 组织对评选出来的五
星级家庭公开挂牌、表彰奖励，对
三星级以下家庭进行劝导帮教和
跟踪监督。

“家规家训进农家”和家风评
议活动坚持不懈地开展， 该区农
村精神文明建设收到了良好效
果：全区连续10年没有命案发生，
没有卖淫嫖娼窝点；同时，全区涌
现出国家级文明村镇1个、省级文
明村镇3个，文明屋场46个，以及
一大批“致富能手”、“好公婆”、
“巧媳妇”等模范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