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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黄金周，超3000万人次游湖南
文化旅游备受追捧，祈福游热度不减 7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0亿元
本报2月10日讯 今日是春节
黄金周最后一天，下午，省文化和旅
游厅通报了我省2019年春节假日
旅游情况。据统计，春节假日期间，
我省纳入监测的128家景区共接待
游 客 1080.8 万 人 次 ， 同 比 增 长
13.5%， 实现旅游收入6.86亿元；全
省共接待游客3074.56万人次，同比
增长12.99%。全省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210.08亿元，同比增长18.34%。

文化旅游备受追捧
春节7天假日， 我省旅游市场
文化旅游备受追捧， 都市旅游欣欣
向荣； 春节主题活动好戏连台，非
遗、美食民俗百花齐放。
全省各大城市旅游景区尤其是
城市内公园、主题游乐园、文博馆、
古街古巷等人流如织，全家或好友
结伴出门欣赏城市美景， 感受湖湘
文化魅力。
湖南省博物馆，长沙市“三馆一
厅”，橘子洲彩灯展示，太平街、都正
街、 高正街等古街的各种年味活动
颇受欢迎。 湖南演艺集团举办各类
新春音乐会，“炭河千古情” 演出引
爆长沙文化旅游。 湘潭市群众艺术
馆的非遗摄影图片展和迎新春戏曲
晚会吸引游客市民前来“
赏民俗、观
摄影、过大年”。

祈福游热度居高不下
祈福过大年是传统民俗。 春节

假日前3天，我省以迎新纳福为主题
的名胜祈福游热度居高不下。
除夕和初一两天， 南岳、韶
山、炎帝陵、郴州苏仙岭、永州九
嶷山-舜皇山等成为省内人气较
高的祈福游景区。此外，各类非
遗表演和民俗演出也是好戏不
断，火 爆 全省 。
株洲醴陵瓷器口新春庙会，湘
西矮寨苗族举行“百狮会”活动，邵
阳市崀山景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
演地方小戏、瑶王宴等民俗表演，湘
潭市壶天镇壶天村的壶天灯表演、
非遗文化展示……这些活动让游客
和民众既欣赏了景区美景， 又感受
到了湖湘文化的魅力。

图片·新闻

民俗
乐新春
2月8日， 民间
艺人在湖南省 湘西
土家族苗 族自治 州
吉首市矮寨 镇矮寨
社区进行民俗表演。
新华社 图

“旅游+”模式受青睐
此外，新业态的融合发展，也大
力促进了旅游消费。“旅游+美丽乡
村”等休闲度假游成为主体和方向，
“旅游+养生”成为游客青睐的旅游
主要模式。
春节 假日 前 三 天 ， 全 省 各 地
乡村游特别适合举 家出 游 ， 以感
受乡土气息、拥抱亲近大自然、探
秘古村落为目的的乡村 休闲 游正
受到人们的追捧。 特 色高 端 民宿
成为新宠。
宁乡灰汤温泉、 郴州汝城热水
温泉、 莽山森林温泉等广受市场追
捧，深受游客喜爱，在粤港澳、省内
及周边地区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记者 丁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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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八大机场客流创新高
同比涨7.86%，7天共起降航班4589架次
本报2月10日讯 春节
长假结束，民航客流再创新
高。省机场管理集团今日发
布，春节7天长假期间（4日
至10日）， 湖南八大机场共
保障航班起降4589架次，旅
客吞吐量达58.7万人次，分
别同比增长8.46%、7.86%。
10日当 天， 长 沙 黄 花
国 际机场迎来春节假 期 以
来航班和客流最高峰，航班
起降达590架次， 旅客吞吐
量超8.2万人次。
春节长假期间，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成都为全省机
场客流主要出行目的地。
为应对客流高峰，全省
八大机场相继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服务活动,如增派服务
人员、 组织青年志愿者，开
展“特殊旅客”导乘服务，设
置紧急服务柜台、军人优先
柜台； 推出了微信值机、无
纸化通关、自助行李托运等
创新举措，给旅客带来高效
便捷的出行体验。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张慧 李任立

年夜饭预订火爆，半成品餐品走俏
春节“逛吃”，湖南6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近36亿

广铁：7天发送旅客853万人次

本报2月10日讯 2019年春节
黄金周，全省消费市场繁荣有序、节
日气氛浓郁，民俗商品、金银首饰等
传统商品消费持续火爆，品质化、个
性化、定制化消费成为新时尚。省商
务厅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春节黄
金周期间， 全省600家零售和餐饮
企业实现销售额近36亿元，比去年
春节黄金周增长10%。

点监测的流通企业春节期间销售额
同比增长10.3%。
健康饮食观念带动鲜活优质进
口产品、地方特产、时令水果等商品
销售。 长沙市天心区大润发超市春
节期间每天销售蔬果2000斤、水产
900斤。

本报2月10日讯 今天，
记者从广铁了解到，2月10
日，农历正月初六，广铁迎
来节后返程客流高峰。据了
解，为应对首波返程客流高
峰，长沙南站始发列车开行
95对， 增开临客动车30余
趟，主要开往广州、郑州、深
圳、上海、怀化、武汉等方向。
春节7天假期广铁共发

迎新春商超促销应景

团圆家宴、 亲朋聚餐成为春节
餐饮市场主角， 凝聚亲情的年夜饭
预订火爆， 半成品餐品深受消费者
青睐。 长沙传统老字号火宫殿在其
超市推出了八宝果饭、 腊味合蒸、
三鲜全家福、蛋卷和蛋饺等各色半
成品的小礼盒。湘潭市部分大中型
饭店的年夜饭早在三个月前就 被
订满，餐饮企业主打“惠民价优”，
推出“时尚团圆饭”、“新春大众宴”
等特色服务，年夜饭平均价格主要
在688元至1588元左右； 重点监测
的13家餐饮企业春节期间实现营
业收入616.9万元，较去年春节期间
略有增长。 岳阳传统酒 店南 湖宾
馆、国贸邦臣酒店、岳阳大酒店等
年三十的包厢全部定满，客房入住
率均达到了95%。
■记者 杨田风

春节前一周， 为了方便居民购
买年货，许多超市每天都营业到23
时，岳阳沃尔玛、喜盈田等超市开通
了购物满额即可免费送货到家的服
务。 长沙友阿集团线上线下开启春
节大促模式； 步步高梅溪新天 地
2019梅溪国际灯展免费开放等，让
消费者倍享实惠和便利。

地方特产、时令水果热销
春节期间， 传统年货、 绿色食
品、 应季服装、 金银首饰等商品热
销， 走亲访友的高档名烟名酒销量
上涨。 长沙王府井百货春节期间客
流量超17万人次，化妆品、服装、金
银珠宝、鞋帽类销售火爆；常德市重

半成品餐品受青睐

送旅客853万人次， 同比增
长16.7 %，其中广深港高铁发
送旅客126万人次，同比增长
78%，过港旅客40万人次。
余票信息方面，2月 11
日（正月初七），由常德、怀
化开往上海，由长沙开往沈
阳、青岛，由深圳、广州开往
北京等方向的旅 客列 车 尚
有少量余票。■记者 和婷婷

链接
广铁首趟节后夜间高铁长沙开出
2月10日19点53 分 ，G49 38次列车从长沙南站
开出，预计4小时52分后到达上海虹桥站。这是2019年
春运期间，广铁集团开行的节后首趟夜间高铁。
“
原本还在为白天没买到票发愁，没想到新增了夜
间高铁，真好。”乘坐G4938次列车的旅客李先生说。
10日，长沙南站开行5趟夜间高铁。据悉，2月
10日至14日、2月20日至23日， 广铁集团根据务工
流、学生流和探亲流集中返穗的情况，还将继续开
行112列夜间高铁。
2月11日（大年初七）广铁节后返程客流将迎来
持续高峰，长沙站、长沙南站当天预计发送旅客16万
人次。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唐颖

出行·服务

站外寒雨飘零
站内姜茶暖心
本报2月10日讯 一杯温热
的姜茶，为人们驱散寒冷；一句简
短的问候， 让远行的人们感受温
暖。连日来湖南地区气温骤降，为
出行的旅客带来诸多不便。 对此
衡阳火车站、 长沙火车站积极采
取贴心服务举措， 让旅客们在候
车室内感受到阵阵暖意。

衡阳火车站：
临时风雨棚里有热茶
正月初五， 湘南地区最低气
温突降至1摄氏度。 为给旅客提
供温暖的候车环境， 衡阳火车站
在验票口和进站广场临时候车区
内搭设了3个临时风雨棚为旅客
遮风挡雨， 并在候车广场设置爱
心姜茶、茶水供应点，给需要的旅
客提供免费服务。同时，在母婴候
车室内设置“爱心妈妈屋”，供哺
乳期的新妈妈们使用。
此外， 还联系当地南华大学
附属医院，在候车广场设立“医疗
服务救助点”， 免费提供感冒、腹
泻等常用药品。

长沙火车站：
姜茶暖胃更暖心
“您好， 喝杯姜茶暖暖身子
吧！”今天一大早，身着绿马甲、肩
系红绶带的长沙火车站学雷锋志
愿者们， 就穿梭在各个候车室之
间， 为候车的旅客们送上暖暖的
姜茶。
“谢谢了，喝你们的姜茶，感
觉是家乡人为我饯行 ， 格外 温
暖！”去深圳“追梦”的李先生接过
工作人员的爱心姜茶， 对车站的
服务赞不绝口：“现在火车站办得
是越来越好了， 买票比以前容易
多了，候车室环境也好，外面下雨
天气冷还给我们送姜茶， 给铁路
点个赞。”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波 甘丽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