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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孟
姣燕）今天，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 7
条“锦绣潇湘”湖南旅游精品线路，此
次明确的 7 条“锦绣潇湘”湖南旅游
精品线路是今后我省重点建设和宣
传推广的文化旅游品牌。

“锦绣潇湘”湖南旅游精品线路由
5条精品旅游线路和2条红色文化线
路组成。5条精品旅游线路分别是长
株潭板块的时尚都市·历史文化游、大

湘西板块的魅力湘西·世界遗产游、环
洞庭湖板块的天下洞庭·湿地生态游、
大湘南板块的诗意湘南·寻根祈福游、
雪峰山板块的神韵雪峰·户外休闲
游。2条红色文化线路分别是以韶山
旅游区、彭德怀纪念馆、宁乡花明楼景
区、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为代表的“伟
人故里·红色潇湘路”，串联湘赣边-长
征国家公园湖南段-湘鄂西的“不忘初
心·重走长征路”。

为加快以“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
域旅游基地建设，省文化和旅游厅
2019年6月启动“锦绣潇湘”精品旅游
线路甄选活动，按照五大区域旅游板块
(长株潭、环洞庭湖、大湘西、雪峰山、大
湘南)空间分布，通过线路征集、初评筛
选、网络投票、专家评审等环节，并报省
委宣传部、省人民政府同意，最终明确5
条精品旅游线路、2条红色文化线路为

“锦绣潇湘”湖南旅游精品线路。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孟
姣燕）今天，在 2020 年“春暖潇湘”
文化旅游网络消费季活动启动仪式
上，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日报社以
及爱心企业为驰援湖北的湖南医护
人员献上文旅爱心大礼包。

湖南一二三零一旅游服务有限公
司向医护人员捐赠700张、每年20万
元、连续3年支持、总价值60万元的锦
绣潇湘全域旅游年卡。华声在线股份
有限公司向白衣天使捐赠20万元爱
心款。省文化和旅游厅代表“潇湘战

疫”组委会和爱心企业韶山常佰通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向医护人员捐赠价值
30万元的爱心物资。

省文化和旅游厅统计，我省已有
181家等级景区面向参加抗击疫情的
全国医护人员推出全年免票政策。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
（通讯员 滕林林 记者 孟姣
燕）随着多地新冠肺炎病例

“清零”，国内旅游市场开始悄
然复苏。携程近日发布“国内
景区复兴指数”和“开放景区
人气排行榜”，国内超过25%
的景区恢复开放。张家界天
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上榜十大
自然风光类景区，长沙新华联
铜官窑古镇入围十大风景名
胜类景区。

携程全球玩乐平台统计，
截至3月11日，携程平台上重
新开园恢复预订的景区数量
已超过1000家，复工率超过
25%。全国5A级景区开放数
量超过100家，占5A景区总
数近40%。知名景区恢复开
园数量前十的省市分别是浙
江、江苏、广东、江西、福建、四
川、海南、广西、云南和安徽。

哪些景区人气最高？结
合景区的浏览量和售票数量，
携程发布“开放景区人气排行
榜”，其中人气最高的十大自然
风光类景区分别是北京香山景

区、无锡鼋头渚、三亚亚龙湾热带天堂森林公园、蜈
支洲岛、天涯海角、南宁青秀山、成都西岭雪山、温
州云顶草上世界、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三亚大小
洞天。人气最高的十大风景名胜类景区分别是山
西李家大院、南京明孝陵、丽江古城、无锡灵山大
佛、三亚南山文化旅游区、洛阳龙门石窟、苏州拙政
园、乌镇、长沙新华联铜官窑古镇和西安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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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绣潇湘”湖南旅游
精品线路发布

7条线路为我省重点建设和宣传推广文化旅游品牌

湖南181家等级景区献上文旅爱心大礼包

战疫的全国医护人员，全年免票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邓
晶琎 通讯员 吴婷 寇冠乔）随着国
际疫情形势变化，直飞湖南的入境航
班减少。记者今日从长沙黄花国际
机场获悉，16日起暂停长沙往返泰国
曼谷航班，目前湖南仅有长沙机场有
入境直飞航班，为日本大阪、老挝万
象、柬埔寨西哈努克港3条航线。截
至 16 日，长沙机场还没有发现一例
境外输入性确诊病例。

16 日下午，一趟载有 49 名乘客
的航班从老挝万象飞抵长沙。尚未
下飞机，海关工作人员便登上机舱对
旅客进行健康申明卡检查。经过海
关边检的体温监测、流行病学调查、
医学排查、卫生检疫等流程后，旅客
们被分批引导出机场。

当天，记者在机场流调点看到，3
名湖北荆州籍旅客完成信息登记后，
直接坐上了从荆州当地来的车辆。

“我们 1 月 14 日从昆明飞去了老挝，
现在回国有专车接回家。”旅客李女
士说。

“重点旅客将被首先引导至流调
点，其余旅客完成通关后就可以直接
出机场了。”长沙机场客运服务部国
际行查员唐草琳介绍，目前从境外飞
抵长沙的航班数量虽然减少了，但是
每趟航班的保障服务时间增加了。
入境旅客下飞机后一般在2至3小时
可完成全流程检查离开机场。

据长沙机场统计，3 月 16 日当
天，长沙机场有两趟入境航班，入境
旅客81人，没有发现确诊病例。

湖南日报3月 17日讯（通讯员
唐小强 记者 周月桂）在统筹推进疫
情防控的同时，长沙海关切实履行国
门卫士的职责，斩断野生动物及其产
品走私活动链条，从源头上防控重大
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根据海关总署
部署，长沙海关今天正式启动打击野
生动物及其产品走私专项行动，严格
监管通过湖南口岸出入境的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

长沙海关介绍，此次专项行动聚
焦旅检、邮检、货运等重点渠道，加大
查缉力度，重点打击进出境野生动物
及其产品伪瞒报、夹藏夹带等违法行
为；加强专项打击，斩断野生动物及

其产品走私活动链条。长沙海关还
将会同省内市场监管、林业、农业农
村、地方公安等有关部门，对野生动
物及其产品的主要交易地、集散地、
消费地等重点区域实施有效整治。

据介绍，2019年长沙海关缉私局
坚持高压严打象牙等濒危野生物种及
制品走私，取得了良好成效。全年查获
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案49起，查
获象牙、砗磲、红珊瑚等制品149件。
2019年5月，长沙海关缉私局根据线
索，在森林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成功侦
办一起涉嫌走私象牙制品案，查获疑似
整根象牙制品4根、重12.8千克，为当
年查获象牙制品案件中最大一起。

3月16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长沙海关工作人员准备对一趟入境航班开展卫
生检疫工作。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长沙海关启动专项行动

斩断野生动物走私活动链条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曹
娴）眼下，长沙芙蓉口罩厂每一批生
产下线的口罩或口罩外包装上，都有
一个二维码标识。消费者只需扫描
二维码，就可以查阅到口罩生产线、
产品、生产批次、质检结果及生产日
期等全部生产数据，实现疫情物资

（口罩）的智慧可追溯性管理。
近日，位于长沙中电软件园的中

电工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携手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打造的工业互联网标
识解析体系口罩溯源平台，已在长沙
芙蓉口罩厂得到应用。

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就是

赋予每一个产品、零部件、机器设备
唯一的“身份证”，实现跨地域、跨行
业、跨企业的信息共享和使用。“这是
国家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首次
在口罩产业的创新应用。”中电互联
总工程师吴京业介绍，这个口罩溯源
平台在口罩生产的同时，生成唯一且
随机的编码标识，实现每一只口罩均
可追溯，还能为政府提供口罩生产监
管与质量监管公共服务。

口罩拥有二维码，生产信息可溯源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周超群）3 月 15 日下午，邵阳纺织
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第一条熔喷无纺布（口
罩布原料）生产线顺利完成，装车发往位于
江苏仪征市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生产线投产后，每日可提供1吨N95
熔喷布或1.5吨医用平面口罩原料，可生产
30万片N95口罩或150万片医用口罩。

据悉，邵阳纺织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是
国内生产无纺布生产设备和关键零部件的
3家企业之一。疫情发生以来，该公司已接
到中石化、中石油等国内企业和印度、乌兹
别克斯坦等国家的 32 条口罩布原料生产
线订单，涉及金额3.5亿元。

熔喷无纺布生产线正常交货周期为6
个月，为确保生产线尽早完工，邵阳纺织机
械有限责任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
在关键部件岗位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增
加人力物力，攻坚克难，仅 20 余天便完成
第一条生产线的建设。

邵阳：

加速生产
熔喷无纺布生产线

湖南日报3月17日讯（记者 刘
银艳 通讯员 杨能团）今天，省司法
厅、省贸促会、省律师协会和湖南国
际商会共同成立抗击疫情涉外法律
服务公益联盟，着力为我省外贸企业
提供公益涉外法律服务，帮扶企业共
渡难关，共同营造良好国际营商环
境，促进我省对外贸易稳步发展。

据了解，公益联盟将为我省外贸

企业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涉外文书
服务，免费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
明，免费开展线上涉外法律知识培
训，及时推送国际经贸摩擦预警信
息，开展外贸企业“法治体检”和专
项公益法律服务行动，并协助外贸企
业妥善应对涉外诉讼、仲裁和调解。

外贸企业可通过以下途径获得
公益联盟服务：

咨 询 涉 外 法 律 问 题 ，可 拨 打
“12348”公 共 法 律 服 务 热 线 或
4000999160。

出具不可抗力事实性证明，可与
省 贸 促 会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731-
85676471，17363739180。

开展“法治体检”、提供专项法律服
务、协助应对涉外诉讼、仲裁和调解，可
拨打0731-84773389，13548661311；
线 上“ 法 治 体 检 ”，可 拨 打
18773082221，由系统自动生成体检
报告。

抗击疫情涉外法律服务公益联盟成立

长沙往返泰国曼谷航班暂停
现有直飞日本老挝柬埔寨3条境外航线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春天比往年更早地来到了花垣
县十八洞村。

3月14日，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

封闭50天的十八洞村景区，重新对外开
放，一切又开始有序流动起来。田畴新
绿，烟暖土膏，黄桃枝头萌动，白芨已经
抽芽，茶园新叶簇簇向上，美好的心情处
处绽放。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到过

的梨子寨，“精准扶贫”4个红色大字，深
深刻在石壁上，也深植于人们的心里。

这是农历二月，早春的暖意虽然
尚浅，却已把乡村振兴、奔向小康的
梦想融进苗寨的阳光中。

今年春天跟往年有些不一样，因为
疫情封村后，大家不用忙着接待游客
了，十八洞村加紧了春耕春种的步伐，
犁田开沟，除草种豆，四望无闲田。

3月13日，十八洞村竹子寨村民
刘青长，开着一个半自动的手推机器
在山间梯田上翻土。机器轰鸣，轻松
翻开大地的表层，黄土飞溅化为碎
屑。新翻的泥土气息弥漫，那是肥沃
土壤里滋长的阳气，足以让任何蛰伏
冬眠的种子苏醒。

这天，刘青长一个人翻耕了3 亩
地，还请了10个村民帮忙砍草、整土、
施肥……

事实上，整个疫情防控期间，刘
青长几乎一天也没有歇着，他流转了
50亩地，准备种植香料作物迷迭香。

“还有10天，迷迭香就栽好了。”
刘青长畅想着，“7 月份就会开花，到
时你来看啊，蓝的，紫的，又香又好看
又值钱。”

地气日益变暖。当戎寨的黄桃树
已经发芽，飞虫寨的茶园长出新叶，竹
子寨的中草药已经出苗，梨子寨70多岁
的阿婆隆元满带着镰刀锄头上山，割
草、挖土，准备种下玉米和黄豆。

拖拉机与挖掘机早在春节期间就
进村了，通往张刀村的公路拓宽工程正
在热热闹闹地施工。十八洞矿泉水厂2
月20日已经开工，每小时有1万瓶十八
洞村矿泉水从这里产出……

今年春来早，十八洞村驻村帮扶
工作队也早早开始了新一年的筹
划。队长麻辉煌的工作笔记本里，2

月以来，已经记录了大大小小20来次
会议，部署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巩
固脱贫攻坚成效。

据统计，农历新年以来，十八洞
村已完成黄桃修剪300亩，无患子培
管70亩，白芨种植50亩，迷迭香土地
翻耕30亩，有序输出农民工69人。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
活新奋斗的起点。”麻辉煌说，十八洞
村已经脱贫3年多，要想在小康路上
走得更扎实更幸福，一定要将产业基
础再提质，做强乡村旅游业，巩固猕
猴桃与矿泉水产业，加快中药材基地
建设，推出十八洞村文化产品……

早春土壤肥沃，一夜春雨，可使
种子发芽，一日阳光，又让作物加速
生长。

野樱开得正盛，苗寨风景独好。
在封闭50天后，3月14日，十八洞村
景区重新对外开放。

阳光大好，41名党员和入党积
极分子，带着消毒用品、背着扫帚在
村口广场集合，参加主题党日活动：

“创干净环境，促旅游回暖。”十八洞
村第一书记孙中元简单地交代任务
后，大家分散各处，洒扫消毒。

十八洞旅游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施进兰在村头卡口管理来客，一上
午，放行了300多人。

为了营造安全的游览环境，景区
实行严格的全方位消毒措施，对全体
员工进行专业防疫安全服务培训，制
定了应急保障预案。每位游客都需
要出示身份证、测体温、戴口罩，才能
进入景区。

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人们在共同
守护这座村寨。

就在年前，十八洞村频频现身央
视和湖南卫视，大家纷纷预测今年春
节景区客流量将创新高，旅游公司和

村民们为此准备了多日。然而，1月
25日，景区因疫情防控需要暂时封
闭。

十八洞村的党员与群众迅速投
身疫情防控。他们组成志愿服务队，
在进村路口设置卡点，24小时轮流
值班，每天都要劝退几十台车。疫情
最紧张的时候，严禁村民外出，景区
警务室的工作人员成了“跑腿的”，负
责帮村民打米、买菜。4名从湖北打
工回村的村民，自觉居家隔离，村医
刘青书每天两次上门测体温，也因此
需要与家人隔离，多年来第一次整整
一个月没回家。

疫情期间，虽然山外的世界惊心
动魄，十八洞村却实现了“零感染”

“零疑似”。
春节向来是十八洞村的旅游高

峰期，封村后，景区和村民都遭受不
同程度的损失。

不过，尽管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游
客上门，勤劳惯了的人们也没有闲着。

“幸福人家”农家乐老板杨超文

将自己的两家店重新整修了一番。
“爱在拉萨”农家乐的女主人龙

拔二，将年前建新房剩下的渣土一桶
桶担出寨子，清理干净的院子让人无
比舒心。“干干净净准备迎客了。”龙
拔二说。

景区讲解员施庭翠在家中用手
机上网课：“这个长假上了很多培训
课，迫不及待想开工了。”

“疫情过后我们要把损失补回
来，需要不断改进产品、提升服务。”
施进兰说，春节期间，景区讲解员工
作群每天都会组织大家学习“乡村旅
游面对面直播课堂”。

“2020年，十八洞村将会变得更
美。”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麻辉煌说，
十八洞村大的基础建设已经完成，未
来将着力开展“四微”建设，即微景
观、微田园、微环境、微服务，对房前
屋后进行全面整治、美化、绿化。

春光摇漾，陌上花开，游人缓缓
而至，解除“封印”后的十八洞村，将
绽放得更加明丽。

十
八
洞
的
早
春
二
月

刚满40天的施泽恩被父亲施六
金放进背篓中，背着在梨子寨的石板
路散步。日暖风轻，施泽恩在背篓里
晃来晃去很快睡着了。

在疫情防控期间，梨子寨“脱贫”
又“脱单”的施六金，迎来了自己的孩
子，邻居们都来给这个第一次做父亲
的男人帮忙。粗手粗脚的汉子，忽然
变得细心温柔起来，学会了冲奶粉、
换尿布、哄孩子睡觉。

孩子出生花费不少，尽管有经
济压力，施六金还是主动要求向武
汉捐款，表示自己的一份心意：“希

望大家跟我们一样都能挺过难关，
越来越好。”他给儿子取名“泽恩”，
心意不言而喻。

在工作微信群看到梨子寨收集
上来的捐款信息，驻村帮扶工作队队
员龙振章大为吃惊：“党员干部都还
没开始捐款，村民就先行动了。”

疫情防控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到
过的十八洞村梨子寨，28户农户自发
捐款，一户不落，捐了14680元。

梨子寨组织捐款的是组长杨
远章。他刚一提出，大家就反响热
烈：“早就想做这个事了，就是不知
道怎么捐。”

杨远章向管钱的母亲支取了
5000元捐款，这个数目相当于杨远
章两个月的工资。杨家大妈生性节
俭，这回捐款却没有二话：“这是做的
善事，又不是拿钱去打牌，我支持。”

早些年，杨远章大龄未婚，长年
在外四处打工，又喜欢打麻将，没少
让母亲担心。如今回到村里，在十八
洞旅游公司安心上班，每月有固定收
入，又成了家，杨家大妈已心满意足。

“12在我们苗家是个很吉利的
数字，希望我们国家一年12个月都
平平安安。”梨子寨71岁的“大姐”石

拔专捐出了1200元。这个穿戴干干
净净的苗族妇女，跟人学了两句汉
语：“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汉语说得
不标准，却情真意切。

“大姐”家正对着大门的墙壁上，
悬挂着习近平总书记与她的合影。
2013年，总书记到十八洞村考察时，
握住石拔专的手询问她的年纪，说：

“你是大姐。”
那时她家是梨子寨最贫困的一

家。如今，“大姐”家成为十八洞红色
旅游接待点，她每月有了固定的特邀
接待员工资。

目前，十八洞村已收到村民捐款
39616元，助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这不是梨子寨第一次自发捐款
了。去年10月，保靖一村庄发生大
火，梨子寨村民买了大米、植物油等，
开了三台车送过去。

“在打造精准扶贫的升级版、迈
向乡村振兴的路上，富起来的不仅是
物质，还有精神。”十八洞村第一书记
孙中元说，十八洞村去年下半年开始
推行“互助互兴”活动，一名党员或能
人联系五户农户，亲帮亲、户帮户、你
帮我、我帮你，互帮互助蔚然成风。

最美不是春花，是温暖人情。

3 月 13
日，花垣县
双龙镇十八
洞村，村民
施六金正在
给孩子喂水。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3月14日，花垣县双龙镇十八洞村，早樱布满山头寨前，游人渐多。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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