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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3月 29日讯（记者 孟姣
燕）湖南“送客入村”工作成效初显。记
者今天从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截至目
前，湖南“送客入村”工作累计送客55.66
万人，带动消费34.56亿元。

2018 年 12 月，省文旅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文化生

态旅游融合发展精品线路旅行社送客入
村奖励办法》，“送客入村”工作从 2019
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发挥财政资金的
引导作用和扶贫效应，激励旅行社有计
划有组织输送游客进入精品线路上的特
色村镇，推动贫困地区群众通过发展旅
游实现脱贫致富。

据悉，省内外共有358家旅行社入驻
数据申报平台，申请注册的旅行社 262
家，其中 157 家在“土家探源”“神奇湘
东”等湖南 13 条精品线路上供给产品
3702 条，135 个特色村镇参与了游客接
待工作。旅行社累计发团 12854 次，送
客入村人数共计 55.66 万，带动文旅消

费金额达 34.56 亿元。2019 年，“送客
入村”奖励政策覆盖全省 59 个区县 629
个村,有力推动脱贫攻坚，拉动文化旅
游消费，惠及全省旅行社行业。湖南

“送客入村”获“2019 中国旅游产业影
响力风云榜”中国旅游影响力年度营销
推广活动。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李虎 李银

3月28日一早，1台旅游大巴、9台自
驾小车组成的车队从长沙出发，载着49
名游客来到平江县南江镇蔡柏村。这是
今年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春暖潇湘
送客入村”活动的首发旅游团。

等候在村口的蔡柏村村主任邹梅松
接到“大部队”十分高兴。平江古稀“网
红”、湖南好人毛朗星也闻讯赶来，给游客
当起导游。

蔡柏村位于天岳幕阜山脚下，汨罗江
支流昌江穿村而过。溪水潺潺，鸟声啾
啾。大家迫不及待奔向翠色逼人的山峦，

溯溪而上。
蔡柏村不仅山好水好，还有文化韵味

和乡村野趣。游客体验手工石磨豆腐，品
尝南江十大碗，学做平江传统手工艺线
香，在村里展开捉鸡大赛。

“期待已久的团队游终于复工了。在
这个时期送游客进乡村，特别有意义。”此
次蔡柏村一日游活动的承办方湖南星坐标
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周赛男告诉记者，相比
停摆的出境游业务，周边游利润低甚至亏
本，但是此时不计代价把周边游组织起来，
一是给整个旅游行业复苏以信心，二是响
应促进文旅消费，展现旅游人的担当。

疫情形势逐步好转以来，湖南星坐标
国际旅行社先后3次来到蔡柏村，考察乡

村旅游资源，与村干部反复讨论对接团队
旅游接待事宜和游玩项目的细节。

蔡柏村是湖南“送客入村”活动名录
入选的特色村镇。村干部有意识地引导
年轻人转变思路，发展旅游，合作开办餐
厅，开展磨豆腐、线香制作等体验项目。
村里还将村部改造为游客中心，加宽了村
组道路。

20天对接完善，蔡柏村与星坐标国
旅一拍即合，促成了此次旅游团成行。

值得一提的是，蔡柏村爱心助农集市
热闹开市，村民自家的蜂蜜、白辣椒、干豆
角、干黄花菜、笋干、红薯粉等物美价廉，
游客买得起劲，土鸡、卤鸭、蔬菜纷纷装进
后备箱，人人满载而归。

湖南日报 3 月 29 日讯(记者 蒋
茜 通讯员 杨韬 陈斌)九嶷山、舜皇
山、桐子坳……畅游永州19个主要景
区，只需99元。3月28日，永州市“约起来
踏春去”活动启动仪式在零陵古城举行，
发布了团购价为99元的“美在永州全域旅
游卡”、部分A级景区门票打折信息。

目前，永州市已有37家A级景区恢复
开放，24家星级酒店恢复营业，全部旅行社
开始组织省内团队旅游活动。为推动旅游
业尽快复苏，该市文旅部门以“一景一策、
一景一案”方式，全力落实已开放景区防疫
措施，确保游客安全有序游览。同时，协调
19个主要景区，推出“美在永州全域旅游

卡”团购优惠活动。该卡团购价99元，有
效期375天，所有景区不限次游览。此外，
还在“湖南文化旅游消费商城”投放了
1000张以上的A级景区免费门票和大量
打折门票。为了向奋战在抗疫前线的“最
美逆行者”致敬，已恢复开放的A级景区，
年内对全国医务人员免门票。

湖南日报3月29日
讯（记者 熊远帆）昨天，
虽然气温骤降，但长沙县
田 汉 艺 术 小 镇 仍 迎 来
500 多名游客，参加“山
水洲城·沁园春”长沙文
化旅游月之“旅行组团赏
长沙·金牌导游进景区”
活动。这批游客是长沙
市景区恢复开放以来，迎
来的首批大型团队游客。

田汉艺术小镇是我
省首批10 大特色文旅小
镇之一，由田汉文化园、
田汉戏剧园、浔龙河生态
文化园、艺术农耕园 4 大
板块组成，3月14日起恢
复开放。景区负责人介
绍，现在景区较往常日均
1万人的游客量仍有不小
距离，这样的文旅推介活
动将带动景区人气复苏。

此次活动由长沙市
文化旅游广电局、长沙县
政府主办。目前，长沙市
各大旅行社已开启省内
游、市内游业务。这次活
动月中，长沙市导游协会
还将组织全市金牌导游
赴市内各大景区点，为游
客提供义务讲解服务。

欧阳金雨

餐厅整洁干净、公筷公勺分
餐、食物新鲜美味……刚刚过去
的这个周末，笔者带久宅的家人
来到一家主题餐厅吃饭，享受美
食带来的快乐。湖南疫情形势稳
定向好，身边有饭局的朋友不断
增多，朋友圈里也不断有人晒出
餐馆照片，调侃自己正“拉动内
需”，餐饮业正在迎来春暖花开的
日子。

各种数据也佐证了这种感
觉。3月26日，商务部召开线上发
布会，监测显示餐饮业目前的复
工率达到了80%左右。餐饮业因

“疫”而入寒冬，然而令人倍感欣
慰的是，餐饮业正快速转型，应时
而变，以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条
件下”的消费需求。

“变”，首先从外卖撕开口
子。美团在业内率先推出“无接
触配送”，紧接着多个外卖平台跟
进，外卖成为很多餐企首选的自
救方式。外卖业务给餐饮业打开
了复苏的窗口，疫情也推高了外
卖产业的渗透率。

“顺风时候长个，逆风时候长
根”。疫情期间，许多餐馆全面提
升了安全卫生标准，堂食、包厢消
费，在健康安全的保障下逐渐热
闹起来。更有一些较为大型的餐

企将半成品菜入商超、送社区，发
力食材零售业务。“根系”变得粗
壮，餐饮业逐渐“回血”。

商界有句名言，“山不过来，我
们过去”。一些餐企通过互联网打
通线上全渠道，始终与顾客保持连
接。餐厅通过预售引流，老板变身
网络主播“撩客”，主厨开通直播，员
工人人都有抖音号……餐饮企业营
销的线上化、全员化，正成为趋势。

当然，来自政策层面的支持
必不可少。3月27日召开的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要加
快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在防控措
施到位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生活
服务业正常经营。主动对接、快
速响应，湖南近期将出台《关于支
持住宿餐饮行业应对疫情影响加
快复工复业的若干措施》《加大对
个体工商户扶持力度的指导意
见》。3 月底，来自工会的消费券
将派发到位，此举将拉动近百亿
元的消费规模。连日来，株洲、张
家界、衡阳、娄底等地党政负责人
带头消费，既消弭人们的恐惧心
理，更以实际行动，为餐饮业站
台、鼓劲、打气。

那种抛下抱怨、团结互助的
餐饮精神，那些乐此不疲、充满韧
性的餐饮老将，那些化危为机、逆
势而上的新餐饮思维，正带领餐
饮业追回损失、追赶“春光”。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龚颖）“政府搭
台，强强合作，为我们顺利复工复
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今天，航
天凯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中心经理吴勇告诉记者，
公司于 2 月 24 日正式复工，用工
缺口达 150 人，主要集中在技术
类和市场类岗位，参加“同心战
疫、在线湘约”湖南网上公益招聘
月的活动不到一个月，收到求职
简历 1000 多份，随着疫情的好
转，被录用的求职者日前正陆续
前往公司报到入职。

湖南网上公益招聘月自 2 月
25日启幕，截至3月25日，湖南人
才网、智联招聘网、58同城网三网
共同精准邀约 4487 家次企业参
与活动，发布职位 3.3 万个，涉及
岗位24.95万个，收到简历16.4万
份，开展视频面试 2.1 万人次，达
成意向16885人。

据 介 绍 ，网 上 求 职 人 群 中
65%以上为本科或以上学历，省内

高校应届毕业生留湘发展的比例
较往年有明显提升。

用人需求排前三的行业分别
为机械制造业、服务业(餐饮、快
递、家政)和房地产业，占比超过
66%。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我
省暂停所有现场招聘会的举办，
着力打造“就业服务不打烊、网
上招聘不停歇”的线上招聘活
动。“同心战疫、在线湘约”湖南
网上公益招聘月活动由省人社
厅主办，省人力资源服务协会承
办，联合湖南人才网、智联招聘
网、58 同城网为劳动者求职和企
业招聘提供免费线上服务，整合
发布全省开展的网络公益招聘
活动信息，实现信息集中发布，
供需集中对接，政府集中服务。
中建五局原计划在全国各高校
举行春季招聘，因受疫情影响无
法正常进行，企业利用网上公益
招聘月等线上招聘活动，成功招
聘2028人。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讯员 宋超 户新刚）今
天，省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2019
年我省工业节能降耗成效明显，
规 模 工 业 综 合 能 源 消 费 量
6202.79 万 吨 标 煤 ，同 比 增 长
1.0%，比全国水平低 1.9 个百分
点、比上年增速低2个百分点。这
是近 5 年来全省规模工业能源消
费增速首次下降。

据统计，2019 年我省重点耗
能工业企业的58种产品中，有31
种产品单位能耗下降，降耗面达
半数以上；能耗占比前6位的高耗
能行业能耗增速同比放缓 4.8 个
百分点，其中能耗占比最大的电
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综合能源消
费量增速比全国水平低 1.3 个百
分点。

用能提质与降耗同步，共同

呈现湖南工业用能向低污染、低
排放转型的良好局面。2019年我
省规模工业能源消费量占比最大
的能源品种为原煤、原油、电力，
其中，原煤、原油消费量同比分别
减少 479.04 万吨、14.59 万吨，电
力消费量同比增加 18.69 亿千瓦
时。

从总体用能情况看，我省工
业结构仍然“偏重”。省统计局分
析指出，目前，全省规模工业中，
资源消耗型企业比重较大，高技
术产业、高加工度工业企业能源
消费量占比分别为2.1%、10.8%，
占比偏低。未来，湖南工业加快
节能降耗步伐，应继续推动更多
产能过剩行业加快出清，鼓励破
解能源回收利用关键技术研发滞
后问题，并加大小企业能源回收
利用力度。

三湘时评

应时而变，餐饮业加速“回暖”

湖南网上公益招聘月助力复工复产

16885人在线达成求职意向

我省工业节能交出“好成绩”
能源消费增速近5年首次下降

湖南“送客入村”成效初显
累计送客逾55万人，带动消费34.56亿元

旅游大巴开进蔡柏村

永州:“约起来踏春去”
活动推出系列优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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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印记

高山有机茶
瑶家增收入
3月29日，宁远县棉花坪瑶族

乡排山坳村，瑶家姑娘在采摘清明
茶。近年，地处高山峻岭的排山坳
瑶族村充分利用良好生态环境优
势，通过大户带动、村民自种等方
式，种植高山云雾茶2000余亩，年
创收近百万元，带动了全村87户村
民脱贫致富。

黄春涛 欧阳友忠 摄影报道

▲ ▲（紧接1版）彼时的十八洞村：人均耕
地面积 0.83 亩，村民人均纯收入仅 1668
元，集体经济空白。

见面会上，龙秀林以为会得到热烈掌
声，谁知听到的却是窃窃私语：“宣传部长？
他能带来钱还是项目，还是就带来一张嘴？”
这让“外来人”龙秀林很尴尬。

人心齐，泰山移。龙秀林把团结群
众，激发内生动力当成首要工作目标。为
了让贫困户打心底里想脱贫，5名队员分
别与村内5户最困难、工作难度最大的贫
困户结成帮扶对子，认起“穷亲戚”。

慢慢地，外来人的印记逐渐散去，人
们开始用苗语和龙秀林在房前屋后攀谈。

民心回归后，脱贫攻坚有了厚实的群众
基础，如何精准扶贫,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
经验,十八洞村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由于村内土地稀少，扶贫工作队通过
调查研究后脑洞大开，决定在 35 公里外
的道二乡，流转一块1197亩的土地，引进
龙头企业苗汉子合作社，以股份制合作开
发千亩猕猴桃产业园。

同时，龙秀林又与村党支部、村委会
一起确定了种植、养殖、苗绣、劳务、乡村
游5大产业为主的发展思路，摸索出资金
跟着穷人走、穷人跟着能人走、能人跟着
产业走、产业跟着市场走的做法，苗绣、牧
业、猕猴桃种植、果桑种植、油茶种植、山
羊养殖、养猪、辣木树种植等 8 个农民专
业合作社组建起来了。

通过三年的努力，十八洞村人均纯收
入从2013年的1668元增加到2016年的
8313 元，贫困户脱了贫、单身汉脱了单，
贫困村摘了帽。

猕猴桃结果

2017年3月，石登高作为第二任队长正
式派驻十八洞村。他进村时，十八洞村已整
体脱贫，但脱贫的基础仍不牢固。

猕猴桃三年挂果。为了确保产业园有
收益，石登高请来相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
对猕猴桃培育进行技术指导和检测，237项
指标全部达到出口标准。在销路上，他先后
打通了京东等多家电商平台。

2018年，十八洞猕猴桃正式挂果，产
品线上线下供不应求。建档立卡户分红
从人均1000元涨到1200元，非建档立卡
户也从人均500元涨到600元。

50岁的施照发曾是村里的老贫困户，
身有残疾的他和妻子靠种地勉强拉扯两个
未成年的儿子。近日，记者见到施照发时，
他正雇人在家里装修，写着“舌尖上的苗寨”
的牌匾挂在大门正上方。

加入猕猴桃专业合作社后，施照发一
家四口一年分红4000元，他的妻子在家
门口卖腊肉等特色农产品，每月收入
1000元以上。如今他正打算开一家农家
乐推介苗寨，以增加收入。

除了继续扩大扶贫产业规模，石登高还
有个大胆的想法，用“十八洞”品牌走市场化
道路，增加各类扶贫产品的增加值，让清澈可
口的山泉水“变现”为村民增收的新途径。

在他带领下，一支外来队伍走进群山
中，沿着山泉水汇聚的细流向上溯源。经
过勘测、选址、建厂、招工，企业投资的矿

泉水厂在村内拔地而起。
如今，十八洞牌矿泉水出现在不少超

市货架上。不仅每年村集体分红，村民还
在厂里就业，有了更稳固的收入。

同时，借助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十八
洞村对全村资源进行整合，流转绝大部分土
地，成立旅游公司统一开发；组织村民成立
各类产业合作社，发展苗绣、黄桃、油茶、蜂
蜜等民族工艺和绿色环保产业。

2018年，小小的十八洞村，吸引了30
万游客。老百姓的日子，随之节节高。外
出的年轻人也回来了。25岁的隆建义大
学毕业回村，和村支两委一起谋划发展大
计；90 后龙金彪当选为十八洞村农旅合
作社理事长，带领172户村民发展种植养
殖产业；第一批返乡创业的大学生施志
春，邀请村内另外两个返乡大学生一起通
过网络平台宣传家乡。

石登高说，有了产业支撑，2017年村
集体收入、村集体经济由薄弱村跃升至
53.68万元，2018年集体经济收入达到70
万元。2019 年底，十八洞村的人均纯收
入已达14668元。

让生活甜如猕猴桃

2019年12月29日，十八洞村一年一
度的猕猴桃产业收益金发放仪式上，936
位村民总计收到 118 万元分红，人均
1600 元。“我们奔小康的步伐越来越快，
成了全省的脱贫攻坚示范村。”10月底刚
刚接任队长的麻辉煌颇为自豪。

脱贫后的十八洞村，村民们的生产生
活正从纯农村方式向半农村半城镇方式
转变，转变过程中有不少工作要做。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村内核心景区
梨子寨和距离较近的村部所在地竹子寨，
游客越来越多，可另一头的飞虫寨和当戎
寨，因距离核心景区较远，发展不平衡。
为了将游客引入，首先，飞虫寨通往当戎
寨的道路必须拓宽。

为了修路，麻辉煌带着工作队召开党
员及村民代表大会，跑到群众家里做工
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组织工作队员和
村支两委成员，和拆迁户一起为道路拓宽
工程清扫障碍；和湖南大学设计研究院的
团队一起实地调研，为销售特产的摊位选
点；和工作队与村支两委一起讨论合作社
的经营模式，不再大包大揽，而是向市场
化和专业化转变，通过农户加合作社的模
式将两者联系起来。

有着 20 多年基层工作经验的麻辉
煌，带领着工作队和村支两委密切配合，
一步一个脚印，带着老百姓将发展的路越
走越宽。

如今，飞虫寨通往当戎寨的道路扩宽
工程已经动工，十八洞村村民日思夜想的
篮球场，也即将开建。

春到湘西，十八洞村满山繁花盛开，
一片生机盎然。

麻辉煌说，十八洞村要在小康路上走得
更扎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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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十八洞村所在花垣县脱贫
摘帽。“脱贫并非终点，而是为更美好新生
活奋斗的起点！”扶贫队长们说。

三任扶贫队长接力

湖南日报3月29日讯（记者
孙敏坚）3月27日至29日，省委常
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王少峰到花
垣县调研脱贫攻坚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目标标准，
坚持精准方略，坚持从严从实，全
面彰显精准扶贫首倡地担当作
为，确保完成脱贫攻坚各项目标
任务。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
专参加调研。

王少峰深入花垣县石栏镇、
长乐乡、双龙镇、农业园区等地的
部分村、扶贫项目和生产基地，实
地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工作，详细
了解产业发展、对口帮扶、劳动力
外出务工、扶贫车间复工复产和

基层党建等情况，看望慰问基层
一线党员干部和贫困户，在县委
召开脱贫攻坚工作汇报和常态化
联点督查反馈会议并与村支两
委、驻村干部进行座谈。

王少峰指出，脱贫攻坚已进入
倒计时，要深入进行决战决胜动
员，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必胜
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抓紧查漏补
缺，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每场硬仗。
要巩固拓展疫情防控成效，努力把
疫情影响降到最低。要坚持在疫
情防控、脱贫攻坚一线考察识别使
用干部，推进支部“五化”建设提质，
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
组织力，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

王少峰在花垣县调研
脱贫攻坚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