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02 2020年5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浏阳市官渡镇竹联村党总支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园街道德政园社区党委
长沙市岳麓区桔子洲街道学堂坡社区党总支
长沙县人民法院机关党委
衡阳县西渡镇梅花村党总支
衡阳市珠晖区茶山坳镇堰头村党支部
衡阳市雁峰区黄茶岭街道幸福社区党总支
衡阳市石鼓区五一街道畔湖路社区党总支
醴陵市长庆示范区珊田村党委
株洲市渌口区朱亭镇浦湾村党总支
株洲市天元区嵩山路街道小湖塘社区党总支
株洲市公安局石峰分局井龙派出所党支部
湘潭县中路铺镇柳桥村党委
湘潭市岳塘区建设路街道霞光社区党委
隆回县三阁司镇中洲村党支部
邵东市仙槎桥镇青山村党委
邵阳市大祥区城西街道香樟社区党总支
湘阴县金龙镇燎原村党总支
汨罗市汨罗镇武夷山村党总支
岳阳市岳阳楼区岳阳楼街道岳阳楼社区党支部

岳阳县人民检察院机关党总支
安乡县大鲸港镇同庆村党总支
常德市鼎城区草坪镇放羊坪村党总支
汉寿县龙阳街道护城社区党总支
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杨家坪村党支部
慈利县苗市镇茶林河村党总支
张家界天门狐仙文化旅游产业有限公司党支部
南县南洲镇南洲村党总支
益阳市资阳区沙头镇富兴村党总支
益阳市赫山区赫山街道银东社区党支部
临武县汾市镇龙归坪村党支部
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瑶族村党支部
郴州市北湖区燕泉街道振兴社区党委
蓝山县毛俊镇毛俊村党总支
双牌县茶林镇桐子坳村党支部
永州市零陵区七里店街道七里店社区党委
沅陵县官庄镇界亭驿村党支部
中方县桐木镇大松坡村党支部
怀化市鹤城区迎丰街道华峰社区党支部
新化县吉庆镇油溪桥村党支部
娄底市娄星区杉山镇万乐村党支部
娄底市娄星区乐坪街道街心社区党总支

凤凰县廖家桥镇菖蒲塘村党委
永顺县高坪乡场坪村党支部
吉首市镇溪街道砂子坳社区党支部
省审计厅机关党委
省民政厅直属机关党委
长沙海关直属机关党委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党委
湖南师范大学党委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党委
湖南化工职院党委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党委
湖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党委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党委
湖南路桥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省疾控中心党委
省结核病防治所（省胸科医院）党委
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党委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党委
开源集团党委
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党委
拓维信息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党委

湖南省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公示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先进

典型示范引领作用，经自下而上推荐、有关部门审
查，并报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现将拟命名为

“全省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的基层党组织名单予以
公示。

公示时间为 2020年 5月 6日至 5月 11日。公示期

间，欢迎社会各界监督，如有异议，请向省委党建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反映。反映情况和问题必须客观真
实，以单位名义的须加盖公章，以个人名义的须告知
真实姓名、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对线索不清的匿名
信和匿名电话等，公示期间不予受理。举报人将受到
严格保护。

联系方式：0731—82219463 82216116
邮箱：hn2216110@126.com。
通信地址：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1

湖南省委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0年5月5日

拟命名基层党建工作示范点名单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今年“五一”假期，是近年来首个放
假 5 天的“五一”，也是常态化疫情防控
后首个传统旅游高峰节庆。

这个“五一”，湖南旅游市场有什么
特点？游客有何新体验？旅游业复苏蕴藏
哪些新希望？

关键词1：预约旅游
出游新标配 同盼常态化

5 月 2 日上午 10 时，记者来到长沙
方特东方神画乐园。不同于以往节假日
售票处排起的“长龙”，更多游客拿出手
机在检票处的闸口一刷，便激活已在网
上预订的门票，潇洒入园。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告知、呼吁游客
通过景区官网、APP、OTA 平台预约入
园。”长沙方特东方神画总经理助理姜诚
拿着手机向记者演示，景区预约“一点就
行”，大大便捷于现场购票。

“无预约不出游”，成为今年我省“五
一”旅游的新标配。

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门票预约按小时
分段，游客检票入园时间精确到小时。

每日清晨，是资兴市小东江易起雾
的时段，也容易发生游客聚集。东江湖景
区根据客流特点，精准推出分时预约制
度，将预约分成了 6时至 8时 30分、8时
30分之后两个时间段，确保景区在入园
时不扎堆。

炎帝陵、长沙世界之窗、张家界大
峡谷景区……美团数据显示，“五一”期
间，超 150 家湖南景区提供网络预约购
票服务。

记者走访了解到，我省景区普遍加
强了预约制度的落实，但具体实施仍处
于探索阶段，游客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5 月 2 日 14 时，记者在麓山景区东
门看到，12 个扫码通道依次排列，全新

的人脸识别入园数据采集系统“上岗”，
景区实时客流量在电子屏公示。由于要
过健康码查验、体温监测、人脸识别“三
道关”，东门入口处客流压力仍不小。

麓山景区管理处办公室主任刘赞坦
言，人脸识别系统 5月 1日正式启用，还
处于磨合期，但预约制可以有效调控景
区客流，智慧景区建设是大势所趋，景区
将把实名预约制坚持下去。

“岳麓山不仅是景区，也是市民公
园，早晚锻炼的市民不习惯预约，还有些
游客不知道如何预约。”刘赞说，如何实
行预约制，又减少给市民带来的不便，这
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2：限流30%
游客玩得安心舒畅
景区复产矛盾待解

“景区不再人挤人，这个‘五一’出游
的质量出乎意料的好。”5月1日，在浏阳
大围山森林公园，长沙市开福区游客杨
译说起限流带来的体验，竖起大拇指，

“这个‘五一’出游，值得！”
记者在景区看到，万亩高山杜鹃竞

相开放，游人放慢了脚步，一一细品。栗
木桥、红莲寺、船底窝等景点不见游客

“扎堆”，游览更加从容。
大围山森林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景区日最大承载量为5万人次，按
“每日接待人数不超过最大承载量30%”
的要求，即日接待不得超过 1.5万人次，
景区当日实际接待游客4500人次。

4 月 30 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公布我
省 4A 级以上景区承载量，请各界监督
执行。假日期间，我省各地景区严格落实
每日接待人数不超过最大承载量 30%
的要求，实行限流开放。

在一些热门景区，游客忍不住点
赞“限流”的实效——“花海代替了人

山人海”。
景区秩序带来了新变化，但“限流

30%”的红线之下，景区复产存在的矛盾
有待破解。

在大围山红莲寺停车场，记者看到，
原本停放旅游大巴的车位，更多被自驾
车“占领”。“大巴不上来，客流还是少。”
停车场附近经营餐饮的店主李师傅无奈
地表示，限流对生意有一定影响。

我省旅游专家殷海雄表示，景区
“限流 30%”是权宜之计，若仅实行限
流，景区在管理中将处于滞后与被动
的境况。如何破解限流和复工这个难
题？他建议，景区的管理精准施策、精
细操作，将限流与预约购票相结合，
比如分时预约，及时调控，避免大量
人群扎堆进园，这对于疫情防控和旅
游业复苏十分重要。

目前，张家界武陵源景区采取了错
峰分流措施，五个门票站提前至早上 6
时开放，提倡网上订票，根据客流情况
合理选择从景区东门、南门、西门、北
门、东南门错时、错峰入园游览。张家界
天门山景区重新整理游览线路，将以往
3条线路扩充至 5条，不原路折返。

关键词3：湘人游湘
省内游复苏新意足
市场潜力尚可挖

“五一”假期，全省天气晴好,人们出
游的热情持续升温。

受高速公路车辆免费通行利好带
动，自驾周边游成为人们的首选，“湖南
人游湖南”别有韵味、新意十足。

5月1日晚，长沙新华联铜官窑景区
“铜官夜市”开街，民俗绝技“打铁花”与
烟火秀配合表演，“铁树银花落，漫天星
辰开”的震撼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

“打卡”。

“这个假期，铜官窑景区游客数量已
超去年同期。”新华联铜官窑景区副总经
理苑赟介绍，从景区恢复开放，特别是推
出了门票优惠、铜官夜市等系列活动后，
周边游客纷至沓来，旅游市场在回暖。

由于周边游行程灵活、时间较短,乡
村旅游持续升温，为“闷”了许久的游客
带来欢乐体验。

“周边乡村游推陈出新，预定情况较
好，比如浏阳白沙、浏阳石牛寨、醴陵官
庄、安化梅山文化园等，都是热门选择。”
湖南星坐标国际旅行社董事长周赛男介
绍，路程 3 小时内，生态好、有文化特色
的乡村颇受欢迎，仅浏阳白沙村一次就
发团500人。

疫情冲击带来旅游业停摆，但也成
为产业化危为机的黄金期。我省旅游供
给不断加码，各景区提质扩容，文旅融合
融出新气象，迎接假日消费大幅反弹。

文艺演出走进景区。长沙交响乐团、
长沙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长沙市湘
剧保护传承中心、长沙歌舞剧院等文艺
单位，结合景区特点，量身创作了一批歌
舞、戏剧、综艺等精品文艺节目，采取更
活泼、更新潮的形式促进文艺与景区的
有机融合、文艺与游客的近距离互动。

“五一”期间，文艺院团分别在新华联铜
官窑、世界之窗、巴溪洲等 12 个景区策
划了40场精彩演出。

怀化洪江古商城推出“又见小城故事”
沉浸式夜游，霓虹闪烁之下，游人着旗袍玩
了一把穿越。永顺县芙蓉镇景区，挖掘影视
文化，不少复原经典影片《芙蓉镇》场景的
店铺成为游客品尝美食的首选之地。

省文化和旅游厅负责人表示，眼下
跨省游、出境游“冰冻”，省内游市场尚有
潜力挖掘。我省应主动适应疫情防控常
态化下的旅游客源结构、产品结构和消
费结构的新变化，持续开展“湖南人游湖
南”系列活动，为全年文旅产业恢复振兴
打下良好基础。

朱永华

从工业污水中提取热能，通过附
近河流解决居民取暖，夏天的“热气可
以存放到冬天使用……这些曾是科幻
故事中的场景，如今有望成为我们身
边触手可及的现实。

我省正筹划的“千亿级浅层地热
能开发工程”便是佐证。该工程计划利
用长沙市滨江新城、洋湖片区、梅溪湖
片区等浅层地热工程经验，新建 2000
个以地热为冷热源的能源站，为公共
建筑和民用建筑“赋能”。

这个浅层地热开发工程计划，不
只是让人们曾经的梦想成为现实，更
重要的是呼应了建筑领域的一场革
命——从节能型建筑向产能型建筑
的跨越转换。所谓“产能型建筑”，是指
其利用建筑物附近资源产生的能量超
过其自身运行所需要能量的建筑，它
是在对建筑低碳节能标准不断提高的
社会大背景下应运而生。

目前，新的技术手段已经成功地
把地热、光伏、风能等自然资源转换为
惠及普罗大众的生活能源，成为新能
源开发领域一道抢眼的风景。据长沙
市洋湖片区居民反映，使用新的地热
能源系统，不仅安全清洁，还经济实
用，100平方米的房屋，平均每月产生
费用500元左右。

对于湖南而言，发展地热产能型
建筑兼具多重利好，首先是有效改善
我省能源结构，平衡电力负荷；湖南
主要能源是煤炭和外省输入的天然
气。而燃煤污染大、成本高，天然气供
应受外界因素影响大；而太阳能、风
能等新能源受地理气候限制，且运行
效率低，难以大规模推广。依据《湖南
省“十三五”地热能开发利用规划》的
蓝图，全省仅 14 个地级市城市地区
域内，地热能年可利用量折合标准煤
高达 1.5 亿吨，能满足 29 亿平方米建
筑内居民的供暖制冷需要。其次，地
热等新能源其清洁、低碳的特点与优
势，顺应了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绿色
发展；另外，产业前景可期，仅地热资
源，即可培育千亿级可再生能源新兴
产业集群。

人类历史上的几次产业革命，其
核心是科技进步带动的能源变革。能
源革命的每一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
生活状态、生活质量，还会带来整个社
会的深层次的蜕变。

有关人士指出，在产能型建筑的
推广过程中，地热开发是我省得“天时
地利”的一个重要风口。面对这一风
口，唯有立足湖南资源禀赋、加快普查
勘探和评价，科学合理规划布局，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令其广泛服务于湖南
的高质量发展。

拥抱产能型建筑时代的到来旅游新常态 游客新期待
——三大关键词透视“五一”假期湖南旅游市场

三湘时评

消费市场全面升温
——湖南“五一”假期扫描

湖南日报首席记者 周月桂
通讯员 柳青青

“五一”假期，在天气、促销、消费券
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湖南消费市场全面
升温。据市州商务部门上报的情况和省
商务厅对全省消费品市场监测的数据，

“五一”期间全省生活必需品物丰价稳，
市场运行平稳，消费复苏势头强劲。

政府企业促销忙，消费
市场氛围浓

今年的“五一”假期不仅是 10 年
来首次有 5 天假期，更是疫情得到有
效控制后的首个连续 5 天放假，各地
集中发力打响“五一”消费复苏战，“五
一”期间消费氛围浓厚。

假日期间，长沙众多商业街、购物
中心人气走旺。网红打卡地太平街人
来人往，黑色经典、茶颜悦色等店铺
前，排起了长队。长沙市 4 月 28 日公
布了“五一”促消费活动安排，友阿集
团、海信广场、悦方 IDMALL、步步高
梅溪新天地等企业纷纷加大促销力
度，“五一”期间也迎来客流高峰。

株洲市在促消费上可谓“出手大
方”，安排了1600万元资金补贴汽车、
餐饮及大宗商品消费市场，鼓励消费
者积极消费。

湘潭市瞄准5月市场，在4月28日
启动“2020春夏欢乐购 惠民消费节”
活动，开展9大主题活动，培育新型消
费，助力商贸流通领域全面复工复商。

岳阳市近日相继推出第一届“悦满
岳阳·购物消费节”、第六届湘北车展暨
岳阳首届室内C级车展活动、2020年

“岳阳小龙虾·百家餐饮送送送”等主题
消费活动，将消费市场搅得火热。

佳惠超市万达店在假期推出了
“首届龙虾节”系列活动，活动现场龙
虾、啤酒、三文鱼免费吃，销售火热。

在郴州市，步步高百货5月1日当
天销售额同比增长25.7%，拓普电器5
月1日当天销售额同比增长50%。

4 月以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州商贸流通企业全面复工复产和复商
复市，通过发放电子消费券、加大电商
宣传等一系列促进消费措施，消费市
场在假期明显复苏。

生活必需品价格平稳，
各类物资储备充足

“五一”假前，各大商贸流通企业
积极拓宽货源渠道，扩大适销对路商
品采购，适当增加重要生活必需品库

存。据市州商务部门上报的情况和对
全省消费品市场监测显示，“五一”期
间全省生活必需品物丰价稳，市场运
行平稳。

全省生活必需品价格基本平稳。全
省消费品市场监测显示，“五一”期间，
全省粮食零售价5.76元/公斤，持平；食
用油15.37元/升，下降0.13%；猪肉精
瘦肉 58.14元/公斤，下降 1.97%；白条
鸡 28.77 元/公斤，下降 0.07%；鸡蛋
10.69 元/公斤，下降 0.56%；水产品
43.56元/公斤，上涨 0.16%；蔬菜零售
均价7.91元/公斤，下降1.86%；水果零
售均价20.72元/公斤，下降1.1%。

主要蔬菜批发市场供应充足，价
格平稳。“五一”期间，海吉星、红星、大
河西三大市场日均蔬菜交易量 2169
万公斤；平均批发价格3.1元/公斤，比
4月30日3.13元/公斤下降0.1%。

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据省商
务厅对30家重点保供企业的调度，重
点企业粮食、食用油、猪肉、蔬菜、瓶装
水、成品油等均储备充足。

消费需求逐步复苏，
餐饮消费势头强劲

“五一”期间，前段时期被抑制的消
费需求正在逐步复苏，尤其是朋友聚
会、家庭聚餐的增加，有力推动了节日
餐饮市场升温。各大酒店、饭店也紧紧
抓住“五一”期间返乡、旅游人数剧增的
优势，充分展示饭菜品种、质量、价格和
服务水平，广揽顾客，拉动消费。火锅
店、烧烤店、农家乐等适合大众消费的
特色餐饮店经营火爆，销售普遍增长。

省商务厅数据显示，各酒店营业
额较前期都有一定幅度增长。在株
洲，大碗先生等餐企顾客排队候餐，
彭厨等餐企上座率接近上年同期水
平。郴州的明桂园和粤港海鲜城营业
额较节前分别增长 12.4%和 12%，其
他大众化消费的餐饮企业基本上恢
复至去年同期水平。怀化市餐饮企业
生意环比暴涨，佳惠华盛堂、万达、步
步高、通程多数餐饮店家因顾客较
多，进店消费需要提前预约。

省商务厅分析认为，疫情发生以
来，消费市场展现出强大的韧性、活力
和新增长点，新型消费和升级消费不
断拓展，无接触配送、无人零售、直播
销售等消费新模式快速发展，信息消
费、人工智能等消费显著增长。总体来
看，疫情对消费短期影响较大，中期影
响平缓，随着国家和地方出台的一系
列政策措施落地见效，居民消费信心
逐步恢复，后期消费将稳步回升。

走进古村 乐享美景
5月4日，游客在江永县千年古村——上甘棠村游览。“五一”假期，人们纷

纷走出家门，进行近郊游、生态游、古村游，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田如瑞 摄

▲ ▲（紧接1版）博物馆、纪念馆开放 117
家，开放率 74.52%。接待人数排名前十
的旅游景区分别是长沙岳麓山、橘子洲、
常德桃花源、湘潭窑湾历史文化街区、永

州零陵古城、九嶷山舜帝陵、株洲方特旅
游区、常德柳叶湖旅游度假区、郴州东江
湖、益阳南县罗文花海和滨生态园。

省文化和旅游厅表示，全省文化

和旅游系统贯彻落实文化和旅游部、
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切实做好疫
情防控和假日旅游工作，要求景区错
峰开放、预约开放、限流开放，加强景

区承载量管控、旅游安全提示和督查
调度。“五一”期间，全省旅游市场总体
平稳有序，无旅游安全事故和重大旅
游投诉。

湖南日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李青青

春末夏初，正值山地杜鹃的盛花
期，红的、粉的、白的，映染了整个雪峰
山脉。数百名户外爱好者相聚洪江市老
山草场，行走雪峰山云端，赏游花海。

镜头转向通道皇都侗文化村，一系
列民族体育竞技、非遗乐器演奏、芦笙
表演等民俗文化活动热闹开启，游客在
大型实景演出中沉醉“侗听”……

在疫情防控和文旅复苏两手抓的
“五一”假期，怀化市开辟新路径，引导
游客走向户外“森”呼吸。假日期间，怀
化市旅游氛围浓厚，共接待游客 116.4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54 亿元。百万
余名游客感受“神韵雪峰”的气质，尽享

“嗨”游怀化的乐趣。

怀化“森”呼吸，徒步引热潮

怀化，是雪峰山脉的主体地区，森
林覆盖率达 70.83%，被誉为“天然氧
吧”，户外爱好者的“天堂”。近3年来，怀
化坚持以“神韵雪峰·嗨游怀化”为全市
旅游总体形象，有效提升怀化旅游影响
力，旅游品牌形象日益鲜明。

为进一步打响“神韵雪峰、嗨游怀
化”的旅游品牌，2019年，怀化推动雪峰
山徒步旅游发展，从怀化13个县市区遴

选出19条徒步线路，每一条徒步线路都
风景优美，特点鲜明。

随着复工复产号角吹响，3月22日，
怀化市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启动“徒步
雪峰山·怀化‘森’呼吸”徒步旅行主题活
动，号召广大市民走出家门、走向自然。
当日，市领导与广大市民一起攀登凉山，
享受健身运动的乐趣。随即，怀化13个县
市区均举办了旅行徒步主题活动，掀起
了怀化文体旅游活动迅速复兴的热潮。

“五一”期间，徒步游、户外游、乡村
游比往年有较大幅度增长，成为怀化市
民旅游新时尚。怀化景区民宿、星级宾
馆基本上达到了百分之百的入住率。

“我们把游客有序地疏导至大自
然，既解决了人员聚集问题，又带热了
旅游复苏。”怀化市文化旅游广电体育
局局长张娟说。

景区设“洗屋”，提升体验感

5月4日，中方县山丹丹生态农庄内
秩序井然。就餐区内，以餐桌为单位，间
隔坐着几桌游客。服务台前，工作人员
正认真地为游客安排就餐时间。“景区

游客增加，防控不能大意，我们实行间
隔就餐、分段就餐、错峰就餐，鼓励公筷
公勺。”农庄负责人潘海生说。

“本以为假期人会很多很挤，但景
区以家庭为单位间隔放行，防疫的同时
也提升了我们的旅游体验，真的很不
错。”在中方森林野生动物园内，来自麻
阳的游客刘晓点赞。

为了促进文化旅游市场复苏，怀化
在节前积极部署“预约旅游”，要求各景
区景点、星级乡村旅游点、星级农家乐
等建立完善预约制度，通过即时通信工
具、手机客户端、电话预约等多种渠道，
推行分时段游览预约，引导游客间隔入
园、错峰旅游，保证游客量不超过核定
最大承载量的30%。

“公司在景区每一个入口处设置
‘洗屋’，配备紫外线消毒等设施，为进
入景区的每一个游客消毒。”雪峰山生
态文化旅游公司负责人说。景区人气
旺盛，只见景区工作人员在重要关卡
和重要部位，督促游人下车后立即进
行消毒防护。

预约限流的防控措施，提升了游客
的旅游体验感。怀化市各景区恢复开放

以来，全力打好文旅复苏“组合拳”，积
极谋划和丰富景区内涵，丰富业态，增
强体验消费和场景消费，探索文旅融合
夜经济新模式。

游客自驾游，带来后备箱经济
“土鸡蛋、村民自己包的粽子，好香

的。”5月5日，在怀化市鹤城区凉山脚下
的盈口乡岩头村，来自株洲的游客覃霞
打开小车的后备箱，把一大堆土特产品
装进车里，满脸喜悦。

“这个假期，游客增多，收入也跟着
增加。”徒步游、自驾游带火了凉山游步
道，岩头村彭先铁开办的古树人家农家
乐从 3 月份开始恢复经营，生意一天比
一天好，最多时一天毛收入上7万元。

“村民的农副产品，蔬菜、蜂蜜等，
不用上街叫卖，游客们就已经买走了。”
彭先铁告诉记者。

一系列文旅活动营销和良好的交
通区位优势为怀化带来了大量的自驾
游客。“五一”期间，自驾游客奔向乡村，

“吃、住、购”有效带动了怀化茶叶、南
竹、柑橘等优质特色农副产品销售，助
力旅游扶贫。

“嗨”游怀化乡村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