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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小长假或是周末， 最令人向往的莫过
于出门旅游了，可人山人海的旅游景区、千人一
面的旅游风格、 时而遭受欺诈的旅游环境却让
人望而生畏。但是现在，假如您到湖南来旅游，
就会享受到畅通无阻的道路，无缝对接的景点，
便捷周到的服务，热情好客的居民，自驾游、生
态游等各种丰富的旅游业态，旅游警察、旅游巡
回法庭等全方位的旅游监管……这一切， 就是
当前我省正在大力推进的全域旅游给您带来
的全新旅游体验。

在省第十一次党代会上， 省委书记杜家毫
指出，“不能再停留在局限于景点景区开发、关
起门来搞旅游的老路上， 必须加快实现从景点
旅游向全域旅游的转变”。 为实现这一转变，我
省将以全域旅游基地作为实施创新引领、 开放
崛起战略的重要抓手，着力建设以“锦绣潇湘”
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目前，我省已有张家界
市、怀化市、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等31个地方
入选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单位， 正式
拉开了全域旅游发展的大幕。那么，我省具体将
如何发展全域旅游呢？

发展全域旅游，首先是要走出
两个认识误区

虽然全域旅游目前已经成为一个热词，但
是很多人还不是很清楚这个新概念，甚至还存
在一定的认识误区。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全域旅
游呢？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和把握呢？

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全域旅游和传统的
景点旅游不同，要求域内按景区标准，统筹规划
建设。也就是说，以前在景点旅游的模式下，景点
是封闭的。 大家出门旅游往往可能有一种感受，
那就是不到景区就看不到风景，不到景点就享受
不到服务。景点内和景点外的风景和服务往往是
“冰火两重天”。而全域旅游模式则不然，这里的
景点是一个开放式的“景点”，全域内的风景处处
都有，服务无处不在，无论走到哪里，都能享受到
旅游的“悦目”和“赏心”。

其次 ，还需要大家弄清楚的是，虽然必要
的景点、景区开发和宾馆酒店的建设是全域旅
游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是全域旅游的核心和关
键。 全域旅游格局追求的是到处都是风景，而
不是到处都是景点 、景区 ，追求的是到处都有
接待服务， 而并不是到处都是宾馆、 酒店。因
此，千万不要把全域旅游简单地等同于增加景
点、景区，大修宾馆、酒店 。全域旅游注重的是
域内旅游资源、基础设施、旅游功能、旅游要素
和产业布局的全面优化，注重的是为域内相关
产业发展提供旅游平台 ，插上旅游的 “翅膀 ”。
比如，在交通和道路方面 ，以前可能会相对注
重景区和景点的交通设施，或者是单纯注重道
路的通行功能，现在则是发展全域旅游的地区

既要确保交通畅通，又要建设风景道，一路风光
旖旎， 同时还有标识和公厕等配套设施给大家
提供便捷的旅游服务。 又比如， 在产业发展方
面，以前可能相对注重生产功能，现在则是同时
也要注重特色和休闲功能， 既要打造大家的生
产家园，又要建设大家的闲暇乐园，等等。

一句话， 发挥旅游+功能， 形成旅游新业
态，整体优化旅游环境、旅游过程、旅游配套和
旅游服务，处处是风景如画，人人是旅游的参与
者、建设者和享受者，全域既宜居宜业又宜游宜
赏，这就是全域旅游的根本要义。

发展全域旅游，重点是要实施
点线面立体推进

全域旅游是一种新兴旅游模式， 国外和国
内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 取得了许
多成功的经验。湖南旅游资源丰富，是名副其实
的旅游资源大省。那么，我省又将如何推进这一
新模式的发展，铺就三湘大地的全域旅游“精美
画卷”呢？《湖南省旅游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纲
要》《湖南省消费导向型旅游投资促进计划》给
我省发展全域旅游确立了一个点、线、面“三结
合”的任务书和路线图。

首先 ，我省不搞成 “一阵风 ”，注重以点辐
射。具体而言，就是以县为基础，在全省14个市
州重点培育70个旅游资源重点县，在这70个县
里加快创建35个全域旅游示范县。以建设全域
旅游示范县和全省旅游扶贫示范县为抓手，打
造我省全域旅游的精品景区景点 。 以此为基
点，我省将新建国家等级景区100个以上，生态
文明旅游示范景区及两型景区100个以上 ，旅
游营地100个以上， 特色旅游小镇100个以上，
特色旅游村500个以上， 创建主题特色精品住
宿示范点100家 。可以想象 ，这70个重点县 ，必
将成为我省全域旅游中， 在三湘大地上闪闪发
光的旅游“明珠”。

其次 ，我省将勾出 “一条线 ”，注重以线延
伸。具体而言，就是以旅游走廊为纽带，重点打
造长（沙）岳（阳）湖湘文化、张（家界）崀（山）桂
（林）和郴（州）广（州）3条旅游走廊，推出包括8
条省级 、6条跨省 、5条跨境共19条精品旅游线
路。这其中，每一条走廊和线路都有其突出的亮
点、特色和品牌，无论是伟人故里韶山冲，还是
天下第一名楼岳阳楼， 抑或是世界自然遗产张
家界，3条走廊上可谓都是“货真价实”的资源品
位高、品牌形象优、核心吸引力强的旅游精品。
通过精心布点，“巧手” 勾勒，3条走廊和19条线
路成为串联全省全域旅游格局的一条 “红线”。
比如，想看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通过世界遗产
精品旅游线 （长沙—武陵源—老司城—崀山），
就能一饱眼福；想体会革命文化，通过湘东红色
文化与休闲精品旅游线 （长沙—平江—浏阳—

醴陵—攸县—茶陵—炎陵—桂东—汝城） 就能
感受到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等等。无论行走在
哪一条线路上， 都能让您感受到全域旅游模式
下的放心、舒心、贴心和暖心。

最后 ，我省将下活 “一盘棋 ”，注重以面拓
展。具体而言，就是以旅游功能区为载体，通过
点、线的交叉辐射，以建立旅游合作联盟为抓手，
着力建设崀山生态文化旅游区等12个旅游功能
区，实行统一规划线路、统一产品开发、统一宣传
促销、统一监管服务，实现区域无障碍旅游。加快
构建以长沙为中心，以张家界为龙头，以“一带
（湘江旅游带）四圈（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
大湘南）”为骨架的区域旅游发展布局。通过点线
面的结合，我省将在全国全域旅游的大局中下活
一盘熠熠生辉的“旅游大棋”，绘就一幅三湘大地
的“精美画卷”。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诗人陆
游的诗句描绘了历史上湖湘的大美大景。时过境
迁，不变的是我们依然美丽的锦绣潇湘，我们相
信，在这轮全域旅游的大潮中，三湘儿女一定会
撸起袖子加油干，“锦绣潇湘 伟人故里———湖南
如此多娇”正快步向我们走来。

（供稿：省委宣传部 执笔：黄海）

■链接：

全域旅游建设
“三个跟着走”
推进全域旅游， 省旅发委明确提出， 坚持

“三个跟着走” ，统筹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
建设。

一是跟着客源走。坚持以游客为本，积极适
应游客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出行方式、不同旅游
季节等方面的新需要，贴近客源需求不断创造新
供给，实现旅游市场细分化、旅游产品特色化、旅
游营销专业化和旅游服务规范化。

二是跟着城镇化走。无论是旧城镇改造，还
是新城镇建设，都要充分考虑旅游功能，结合棚
户区改造打造古城古镇和古街区， 在中心城区
建设和改造中注入旅游休闲元素。 推动文化与
旅游深度融合，在保留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丰富
旅游业态结构，打造地域特色文化旅游品牌。着
力构建“快进慢游”的旅游交通网络。

三是跟着国际化走 。 充分挖掘和放大我
省 “一带一部 ”区位优势 ，主动对接融入 “一
带一路 ”和 “长江经济带 ”建设 ，把旅游宣传
促销统一纳入城市整体形象对外宣传的总体
战略 。加强与境外主要客源地合作 ，联合开发
一批资源品位高 、品牌形象优 、核心吸引力强
的国际旅游精品和旅游线路 ， 大力开拓国际
旅游市场 。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徐小彬）今天，中央文明办发布
了2017年“中国好人榜”5月榜单，共有
101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
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身边好人上榜。其
中，湖南有池凤英、周智仁、周任文、黄士
元、戴瑞芳5人上榜。

池凤英是长沙市芙蓉区德政园社区
的居民。2013年，她发起成立了党员志愿
者服务队“池娭毑乘务岗”，在社区劝导店
外经营、维护小区环境卫生、为居民排忧
解难。社区居民都说：“有困难，找池娭毑，
准没错。”周智仁是株洲一名退休职工，于
2005年开始献血，2009年加入株洲市红
十字无偿献血志愿者服务队， 开始做义
工。 至今， 他义务献血61次， 志愿服务
1368小时。他们当选为“助人为乐好人”。

2015年7月14日晚， 道县公路局管
理人员周任文偶遇歹徒持刀抢劫， 他抽
出裤腰上的皮带与歹徒对峙。 躲过歹徒
挥刀乱砍后， 周任文与周围群众合力制
服歹徒，交给警方处理。他当选为“见义
勇为好人”。

黄士元是常德市鼎城区图书馆一名
退休干部，也是一名专注为农民写戏的剧
作家。至今，黄士元为农民写了300多部
戏，他常说：“我搞创作，是托农民的福，沾
生活的光”。他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

戴瑞芳是长沙市居民。1964年， 戴瑞
芳的妹妹戴春满被诊断为小儿麻痹， 从此
全家开始悉心照料妹妹。1996年及1997
年，戴瑞芳的父母相继去世，戴瑞芳便独自
承担起了照顾妹妹的重任。20余年里无微
不至照顾妹妹，她当选为“孝老爱亲好人”。

不到潇湘岂有诗
———我省如何发展全域旅游

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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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矿晶所含的矿并不多，仅从其

含矿量来说，价值并不高。”一位从事矿
业多年的“老矿长”介绍，过去他和大多
数采矿者一样， 采矿时对与之伴生的漂
亮矿晶置之不理。偶尔采下一些矿晶，也
只是当作“边角废料”自娱自乐。2012年
初， 他嫌家里一屋子的方解石、 萤石碍
事， 一两万元钱就把它们处理掉了。“现
在想起来，肠子都悔青了！”

近些年来，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审
美情趣也变了，矿物晶体市场迅速扩大，
矿晶的美学价值凸显。 特别是矿博会的
举办， 让大家意识到矿晶不再是含矿量
不多的“石头”，除了具有独特的审美价
值外，还有很高的科研价值。

郴州市民陈庆美告诉记者，她已连续
3届参加矿博会高峰论坛，聆听专家演讲。
明白了郴州由于沉积类型多样，地层发育
较全，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矿
条件优越，热液矿藏极为丰富，这为绚丽
多彩的矿物宝石形成打下了基础。更明白
了精美漂亮的矿物宝石，是亿万年前大自
然的杰作， 通过研究可以解开许多奥秘，
其价值不可估量。

再也不能把“石头”当作矿石卖，矿
博会给人们带来一场观念的变革。

增添动力
资源禀赋转为发展优势
郴州，过去被外界称为“南蛮”之地。

但这个不临江、不靠海的城市，在“十二
五”期间，累计利用外资、到位内资均居
全省前列； 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55亿
美元、加工贸易103亿美元，年均分别增
长23.47%、57.12%。

目前， 郴州与世界上137个国家建
立了经贸往来关系，与美国图森市、南非
金伯利市、 法国圣玛丽市等缔结为友好
城市。

“如何把‘矿晶之都’做大做强？矿博
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 郴州市委
主要领导介绍， 他们把矿产资源禀赋转
化为发展优势，抢抓举办矿博会的机遇，
以“石”为媒，扩大国际影响，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谋求合作共赢。
因为秉承“汇聚全球资源、打造国际

品牌、扩大交流合作、弘扬科学文明”的
办展宗旨，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品牌
化、标准化、市场化、产业化”的办展方
向，在郴州举办的3届矿博会，观展人数、
交易额一次次创下新纪录。 这次举办的
矿博会盛况空前， 其影响力已超越美国
图森展、德国慕尼黑展。矿博会，已成为
郴州一张靓丽的国际名片和推动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发挥矿博会的品牌效应， 郴州大力
进行招商引资、引技，先后引进世界500
强企业正威集团等战略投资者， 建设了
国际矿产资源交易中心、 矿物宝石产业
园、南方石墨提纯等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有色金属、旅游文化、精品会展和矿物宝
石、生态绿色、石墨及新材料5大重点产
业稳步发展。 其中矿物宝石产业去年实

现产值近150亿元。目前，全市从事矿物
晶体及玉石加工的企业约200家， 相关
从业人员约10万人。

据统计，第五届矿博会期间，郴州高
铁客流量增长15%，各大景区、宾馆接待
人数同比大幅增长。目前，郴州矿物宝石
开发、设计、加工产业发展迅猛，为把郴
州打造成湖南新增长极注入了新动力。

提升水平
架起连接世界的新桥梁
矿博会是经国务院批准， 由国土资

源部和湖南省政府联合主办， 是目前国
内唯一指定在地方开办的矿物宝石展览
交易平台， 自第三届起其举办地永久性
落户郴州。 省委主要领导希望郴州提升
办展水平和展会活力， 带动湖南会展经
济向高端化、国际化迈进。

郴州连续承办矿博会， 吸引了世界
的目光。外国政要来了，八方嘉宾来了，
广大客商来了，怎么搞好服务、提升办展
水平，这是对一个城市综合实力的检阅，
也是展示一个城市魅力的机会。

5月18日， 第五届矿博会开幕第一
天，湘南学院18岁的学生李淑平带着高
烧、忍着胃痛，不动声色地坚守在志愿服
务岗位上，引领嘉宾乘车。到下午活动结
束时，她才请假去医院看病。第二天，她
又带着迷人的微笑，出现在服务现场。

矿博会期间，众多志愿者热心服务，
有的担任外国嘉宾的翻译， 有的奔赴外
地接客商，有的上路执勤，有的在展馆巡
逻，每项工作都完成得非常出色。

5月20日和21日，恰逢周末，到核心
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参观的观众每天
达8万多人次。 面对如此大的观展人流，
郴州公安部门未雨绸缪，强化“人防、物
防、技防”联防措施，组建了一支1000多
人的安保队伍，在展馆外增设了指纹、人
脸等识别系统。

人们看到， 通往展馆的每条道路路
口都有交警指挥交通， 车辆通行有条不
紊。展馆内，到处有安保人员维持秩序，
人们观展井然有序。

当前， 郴州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毋庸置疑，矿博会就是对这座城市
文明程度的最好检验。

一流的服务、一流的安保、一流的环
境，让外国政要、嘉宾、参展商感到舒心。

“莱索托今后将继续参加在郴州举
办的矿博会，不仅展示宝石，还要在矿业
方面开展合作。”莱索托王国驻华大使莱
博杭·恩齐妮表示。

美国宇航员哈里森·施密特博士毫
不掩饰内心的喜悦：“我和妻子特丽萨，
都非常喜欢矿博会，喜欢郴州这座城市，
很荣幸来到这里。”

“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矿博
会，让我太意外了，郴州已成为世界级矿
晶之都。” 印度苏佩尔布矿物公司董事
长K·C·Pandey说，郴州人民热情好客，
明年矿博会再见。

通过矿博会，郴州以其出色表现，架
起了一座连接世界的新桥梁。

矿博会，给郴州带来了什么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杨加勉 黄永勇）5日下午， 省军
区召开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推进电视电话
会议， 专题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
神，对省军区各级主动担起责任，坚决打
好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攻坚战进行再动员
再部署。省军区领导黄跃进、郭辑山、刘
建新、许凤元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面停止有偿服务这项工
作开展一年多来， 省军区各级坚决贯彻
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坚持把
停止有偿服务工作作为一项重大政治责
任和重要改革任务，摆上突出位置，扎实
有力推进，在国防动员系统28个省军区中
排名前列，取得了阶段成效，积累了经验。
截至5月底，省军区4个行业1082个项目，
已停止885个，总完成率超过80%。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指出， 全面停
止有偿服务工作目前已经转入纵深攻坚
的关键时期， 各级务必紧紧围绕中央军
委明确的四个任务阶段， 按规定要求把
该停的停妥当，把能融合的融起来，把该
规范的规范好。同时，省军区各级要进一
步发挥好带头作用和牵头优势， 确保军
地同心协力完成任务， 确保军地两个大
局稳定。

黄跃进强调，要搞好对表对接，吃透
用好上级政策， 各级要认真学习理解，把
握政策要义，吃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文件
精神，不折不扣对表落实，同时切合实情
实际，逐项形成具体方案。要加强协调协
作，发挥军地联动作用。要高度敏锐敏感，
加强情况掌握和形势分析， 谋定而后动，
确保军地大局稳定。

坚决打好全面停止有偿服务攻坚战
省军区专题学习贯彻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 黄跃进
出席并讲话

湖南日报6月6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讯
员 武深树 李书庚 ）6月6日是农业部确定的

“全国放鱼日”。今天上午，湖南省同步放鱼活动
在长沙市橘子洲公园举行。省领导陈君文、杨光
荣参加活动，与环保志愿者、游客一起将大批优
质鱼苗鱼种放流湘江。

此次活动以“放鱼养水，生态湖南”为主题，

由省农委、长沙市政府联合主办，省畜牧水产局、
长沙市农委承办。据工作人员介绍，今天放流的
鱼苗以“四大家鱼”为主，10厘米以上的春片鱼
种50万尾，3厘米以上的夏花鱼种3775万尾。此
外，还有胭脂鱼、湘华鲮、背瘤丽蚌等国家重点保
护珍稀水生生物。

省畜牧水产局渔政处处长汪旭光介绍，今

年全省计划放鱼8.3亿尾。仅6月6日“全国放鱼
日”，省内62个县（市区）同步举行放鱼活动，共
向天然水域投放青、草、鲢、鳙等优质鱼苗3.89
亿尾。

今年起，湖南贯彻落实中央提出的“率
先在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保护区实施全面禁
捕”的决策部署，将对全省5个自然保护区、
36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3个省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行全面禁捕，到2018
年保护区内捕捞渔民全部退出，实现全省水
生生物保护区范围内永久全年禁止生产性
捕捞作业。

6月6日“全国放鱼日”，陈君文杨光荣参加在长沙的放鱼活动

湖南同步放鱼3.89亿尾

湖南5人当选5月“中国好人”

� � � � 6月6日上午，长
沙市橘子洲， 湖南省
农业委员会、 长沙市
政府组织环保志愿
者 、 游客一道 ，将
3800多万尾优质鱼
苗放流湘江。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王瑞平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6月6日讯（记者 于振宇 通讯员
黄礼）今天，副省长杨光荣会见了马达加斯加阿
拉奥特拉-曼古罗区区长拉那丽苏·德西雷阿
一行。

杨光荣对拉那丽苏·德西雷阿一行来到湖

南表示欢迎，并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湖南是
农业大省，双方在农业、渔业等领域拥有很好的
合作基础， 湖南政府支持湖南企业到贵区投资
发展， 希望贵区能够为湖南企业在贵区发展创
造良好的条件。期待双方扩大在经贸、旅游等方

面的交流合作，建立更加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
成为好伙伴好朋友。

拉那丽苏·德西雷阿说，双方在农业等方面
开展了积极地合作交流， 希望双方能有更大合
作空间，接下来将围绕农业开发、环境保护等方
面与湖南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会见后， 湖南省与阿拉奥特拉-曼古罗区
签署了建立友好省区关系意向书。

杨光荣会见马达加斯加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