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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发布2020年度出行数据盘点：

全年出行走出“V字”曲线

12月30日，滴滴出行发布2020年度平台出行数据盘点，并面向用户推出个性化数据报告。

平台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全年出行呈现V字曲线变化，2月出现低谷，随着复工复产的推进，出行

活力在四个月内快速恢复。国庆前夕，出行订单进一步创下新高。此外，受疫情影响，2020年全年通勤超

过休闲娱乐成为了最主要的打车需求。用户打开滴滴出行App或滴滴出行公众号，还可查看专属“滴滴

之城”，回顾2020年奔波在路上的记忆。

“V字”曲线见证城市韧性

平台数据显示，从2月份订单跌至全年低谷，到6月重回去年同
期，出行订单全面恢复仅用时四个月。司机和乘客用全年百亿次出
行画出了一道“V字”曲线，映射出全国城市的强大韧性。

国庆前夕，出行订单创下新高。通过分析用户离开常驻城市、在
异地城市呼叫滴滴的情况，可以观察出行的流动情况。具体来看，国
庆中秋假期，乘客日均异地发单是五一的2.2倍。年初的疫情打乱了
很多人的探亲计划，人们在国庆长假期间选择回家团聚，印证了今年

“十一如过年”的感叹。
2020年滴滴进一步加强安全举措，守护每一次出行，全年累计

播报超100亿次“安全带提醒”，而来自警方的安全语音提示在全国
280多个城市的滴滴车辆上，一共播放了上亿次。

抗疫攻坚期升级防护
超347.6万司机坚持出车

复工促产，生活坚定向前

年初疫情发生后，为全力做好安全出行保障工作，滴滴持
续升级防疫举措，推出网约车防疫标准和戴口罩、测体温、勤
通风、勤消毒和防护膜等五大措施，并创新推出AI口罩佩戴识
别、智慧防疫码、定制公交、顺路同事等功能和举措，为城市公
共出行提供重要补充。

滴滴数据显示，受疫情影响，今年平台上的出行情况较往
年出现一些变化。过去三年间，休闲娱乐一直是平台上最主
要的打车需求。而2020年全年，通勤首次超过了休闲娱乐成
为了最主要的打车需求，探亲访友在出行场景里排在第三
位。具体来看，在提倡“非必要不外出”的2月，通勤订单占比
最高。

数据显示，在1月21日至4月30日抗疫攻坚时期，共有近
16万司机自愿加入滴滴组建的医护车队，免费接送了37987名
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行驶总里程超过1500万公里。此
外，超347.6万司机坚持出车，化身“城市摆渡人”，用坚韧和坚
守为“逆行者们”带去温暖坚定的力量，成为公共交通的重要补
充。

疫情让司乘更加相互理解。疫情攻坚期，乘客累计给出超
2.1亿次五星好评，“辛苦了、防护到位、谢谢师傅送我口罩”等，
成新增热门留言。而截至12月25日，全年乘客共累计向司机
送出超13.6亿次五星好评。

即日起用户打开滴滴出行App或滴滴出行公众号，还可查
看专属的2020年度滴滴出行盘点，回顾全年出行情况，包括打
车通勤、去购物中心、美食街的次数，以及全年首次出行、春节
后的第一次出行、最晚的一次行程、最远的一次行程、累计出行
次数和里程等信息。

■ 陈永刚

湖南日报12月 30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曾鹤群)湖南把职业技能培训
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
盾的关键举措。2019年，全省完成政府补
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67 万人次，超额完成
人社部下达的目标任务。记者今天从省
人社厅了解到，截至 12 月 20 日，全省今
年完成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133.3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为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持续
推进我省于去年启动的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2 月 21 日，我省出台《关于做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线上培训工作的通知》，明
确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
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等各类职业技能培

训，可将全部理论课由线下集中授课转
为线上学习；对于适合线上授课、居家练
习的实训课程，可在线上完成全部培训。

为支持鼓励劳动者参与职业技能培
训，我省在今年出台的《稳企稳岗稳就业
十条措施》中明确，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
动期间，对《湖南省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标
准目录（2019-2021 年）》规定的各类职
业技能培训补贴标准普遍提高50%。

据介绍，明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
之年，我省将全面启动实施“湖南技能人
才振兴工程”，打造“湘技湘能”职业技能
培训和“技行三湘、能创未来”技能竞赛
两大品牌，形成以赛促培、以赛促学、以
赛推动职业技能培训的新格局。

全省完成政府补贴性
职业技能培训超133万人次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孟
姣燕 通讯员 刘思辑 李宁)湖南正式
迎来第10家国家5A级旅游景区。文化
和旅游部12月29日发布公告，确定21
家旅游景区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其
中，湖南省常德市桃花源旅游区入选。

桃花源是晋代陶渊明《桃花源

记》里的“理想地”，自然风光秀丽，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以山水田园之
美、寺观亭阁之盛、历史传说之奇、
诗文碑刻之丰闻名，被誉为心灵故
乡。桃花源旅游区核心景区包括秦
溪、秦谷、桃花山、桃源山、五柳湖。
景 区 还 拥 有 国 家 级 重 点 风 景 名 胜

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森
林公园等国字号招牌。

至此，湖南5A级景区达10家，分
别为：张家界武陵源—天门山旅游区、
衡阳市南岳衡山旅游区、湘潭市韶山
旅游区、岳阳市岳阳楼-君山岛旅游
区、长沙市岳麓山-橘子洲旅游区、长

沙市花明楼景区、郴州市东江湖旅游
区、邵阳市新宁崀山景区、株洲市炎帝
陵景区、常德桃花源旅游区。

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郭
固权表示，旅游景区是旅游业的核
心要素。桃花源旅游区入选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为桃花源打造“国内一
流，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打下了坚
实基础，将有效提升常德乃至湖南
旅游业的影响力，我省将继续以创
建高等级旅游景区为抓手，助推文
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桃花源晋升5A级旅游景区

湖南国家5A级旅游景区达10家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通讯员 李宁 刘思辑

12月29日，桃花源旅游区成功创
建为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至此，湖南
5A级旅游景区达10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竞争十分激
烈。桃花源旅游区何以突围，有哪些启
示，对湖南旅游产业发展有何意义？

5A景区创建百里挑一

每个国家5A级旅游景区，都是一
张闪闪发光的国家名片，向世界展示
着我国景区建设的最高标准。

2020 年新增 21 家国家 5A 级旅
游景区后，全国5A级旅游景区超300
家，占2万多家A级景区的1.4%，但市
场份额占到了40%。

“文化和旅游部每年组织5A级旅
游景区评选，授牌约10家。”省文化和
旅游厅一级巡视员郭固权介绍，原则
上每省每年只能推荐 1 家创建单位，

2019 年湖南有 4A 景区 121 家，可见，
景区从 4A 升至 5A，在省级和国家层
面竞争都异常激烈，是百里挑一。

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是一项系
统工程，难度大、门槛高、环节多。需历
经严苛的先决条件评估、资料审核、景
观质量评价、现场检查4道关，评价体系
包括旅游交通、游览服务、旅游安全、卫
生与环境、邮电服务、旅游购物、综合管
理、资源与环境保护等八个方面。

郭固权介绍，列入全国5A景区创
建预备名录后，仍需 1 年以上创建提
升才能授牌，这个过程少则 3年、长则
5 年，桃花源是有史以来唯一列入预
备名录仅1年就成功夺牌的景区。

跻身国家5A级旅游景区之列，意
味着从国家层面，充分认可景区的服
务质量与影响力。郭固权说，桃花源成
功创建，为打造“国内一流，世界著名”
旅游目的地打下了坚实基础，也丰富
了湖南优质旅游产品供给，标志着湖
南旅游产业迈上新台阶。

“湖南5A级景区创建来势很好。”

郭固权介绍，2019 年炎帝陵晋升 5A。
目前，凤凰县凤凰古城、吉首市矮寨奇
观景区、浏阳市苍坊景区通过文化和
旅游部5A质量景观评价，长沙县开慧
故里5A创建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桃花源一路过关斩将

桃花源，素有“人间仙境，世外桃
源”之称。公元421年，陶渊明《桃花源
记》定格千古神话，自此，桃花源闻名
于世，成为世人追寻的心灵故乡。

2011年起，常德市大力推进桃花源
旅游发展，将桃花源上收市管，成立了桃
花源旅游管理区。2016年起，投资近百
亿元对景区闭关改造，3年建成了以秦
溪、秦谷、桃花山、桃源山、桃花源古镇、
五柳湖、山水实景演艺、桃川万寿宫、桃
林博览园9大景区为支撑的核心景区游
览体系。2018年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5A景区创建成为全区中心工作。

秦溪泛舟，十里桃花夹岸，擂茶、
刺绣等非遗和民俗“活化”……景区景

观品质全面提升，今年建成擂茶文化
体验馆、桃花源文化研究中心等文化
项目，进一步丰富了旅游业态。国庆黄
金周期间，《桃花源记》山水实景演出
创下了一晚 6场的国内同类演出最高
场次纪录。

景区不断优化公共服务设施，外
部道路、内部游道串联有序，智慧旅
游、游客中心、旅游停车场、旅游公厕、
休憩驿站、污水处理厂等 100 多个配
套设施项目相继完善。近年来，以“世
外桃源、度假圣地”为主题，景区在广
州、成都等重点通航城市举办推介会，
组织“万人穿越桃花源”等营销活动。
2019年游客接待量突破 300 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0亿元。

桃花源坚持全域全链发展产业。
餐饮住宿、文创商品、研学旅游、乡村
旅居、养生养老等业态层出不穷，产业
链条、覆盖面不断延伸。景区及其周边
现有各类餐饮企业近 500 家，各类酒
店、客栈、近 300 家，研发旅游文创商
品100多种。

桃花源旅游管理区党委书记伍彩
霞说，5A创建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
程，桃花源夺牌后，将砥砺前行，奋力
打造湖南文旅的又一张靓丽名片。

4A晋升5A，桃花源闯了几道关

湖南日报 12 月 30 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彭小云 赵帅军）曾
经光秃荒芜的矿山披上了绿衣，横
流满山的废渣水变成了清澈见底的
山溪水，抛荒多年的土地修复成了
集中连片的良田……今天，湘江流
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
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大矿区生态
保护修复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完工，
实现新增林地 20730 亩、草地 6500

亩、矿区地面塌陷严重区农田修复
率达 50%。

湘江流域和洞庭湖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试点是国家批复第三批山水
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工程，共
布局四大类 20 个子项目，其中五大
矿区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是保护修复
山水林田湖草自然要素齐全的典型
代表，由省自然资源厅负责组织实
施，主要治理修复临武三十六湾矿

区、零陵锰矿区、常宁水口山铅锌煤
矿区、湘潭谭家山煤矿区、娄底冷水
江锑煤矿区（冷水江市域、涟源市域、
新化县域）内的矿山地质灾害、水资
源破坏、土地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及历史遗留污染等突出生态环境
问题。

自 2018 年 10 月以来，项目共投
入20亿元，以保护保育、自然恢复、辅
助再生、生态重建等方式，对五大矿区

实施生态保护修复。修复过程中，省自
然资源厅做了大量探索创新，充分结
合矿区的资源禀赋和地方规划，探索
了“矿山+生态园区”“矿山+科普+休
闲”“矿山+特色文化小镇+美丽乡村”
等修复模式。

新增或修复的林地、草地、耕地，
带动了贫困山区30万人民脱贫致富；
修复区内 10 万人以上群众的生活环
境和质量大幅度提升。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陈淦
璋 周月桂 通讯员 谭昕）对外贸企业来
说，持有一款新型“共享盾”，打通海关、电
子口岸端、建行网银端三方端口，既能报关
又能收汇，网上办事更便利、更高效。今天，
长沙海关所属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长沙
分中心与建行湖南省分行举行“关银一
Key通”项目签约仪式，带来这一好消息。

“关银一 Key 通”项目采用“一盾双
证”技术，集海关电子口岸密钥与建行企
业网银证书于一体，由中国电子口岸数据
中心与建行总行紧密合作，在全国各省份
签约落地。外贸企业使用该“共享盾”，既

可以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互联
网+海关”等渠道办理网上报关、出口退税
等海关业务，也可以登录建行企业网上银
行、企业手机银行等渠道办理金融业务，
大幅提高企业操作便利性。

政银双方此次合作，还发挥建行网
点优势，解决外贸企业申领、维护“共享
盾”不便的痛点。目前，建行长沙星沙支
行作为省内首个合作制卡代理点，在本
月的试点中，已为外贸企业发放、配送

“共享盾”1100 多个。根据下一步工作安
排，合作制卡代理点将依托建行全省网
点，加快覆盖所有市州。

“关银一Key通”项目落地湖南

外贸企业网上办事再添利器

昔日千疮百孔 而今绿意葱茏

五大矿区“披绿衣”
湖南日报12月30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黄晓岚 周闯）记者今天从湖南
省市场监管局获悉，我省日前发布《餐饮服
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及示范店评定规范》
团体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将餐饮行业
量化分级工作打造成行业自律、社会共治
的载体，保障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该《标准》的制定，遵循政府推动、市
场引导、协会牵头、企业自律的原则，由长
沙市饮食安全协会等 17 家单位联合起
草，主要包括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的量化分
级及示范店评定的术语和定义、评定原则
与依据、基本要求、评定要求、评定结果、
评定流程和违规处理的要求等内容。

《标准》以建立餐饮服务量化分级评

定、餐饮食品安全示范店评定的流程和
要求为出发点，参照市场监管部门对各
类餐饮单位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要
点，依据《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要求，明确了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
级及示范店评定的评价细则和示范店参
评单位的必备条件。

近年来，湖南在创新食品安全监管、
压实食品安全责任方面推出系列新举
措。11 月，省市场监管局制定《湖南省餐
饮质量安全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0-
2023）》，指导行业协会发挥自身优势，探
索在餐饮服务行业建立和健全食品安全
的服务和操作评价体系，推动形成餐饮
业品质不断优化、健康发展的局面。

湖南发布《餐饮服务食品安全量化分级及示范店
评定规范》团体标准

以标准引领食品安全监管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