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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好，全省清明三天接待游客1368万人次，九市州旅游收入增幅超过20%

97.8亿元！湖南旅游收入同比增三成

本报4月7日讯 今年清明小
长假，天气晴朗，气温适宜，传统
的祭扫、踏青和短线近郊旅游拉
开了旅游旺季序幕。长沙市旅游
市场全面升温，形成了春节后的
第一个旅游高峰。据了解，在3天
假期里， 长沙市共接待游客
117.38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6.18亿元。

踏青赏花休闲持续火爆

假日期间，长沙市区周边油
菜花、樱花、郁金香、杜鹃花持续
盛开，草莓等时令水果也进入采
摘期。畅游花海、踏青采摘，品尝
农家饭菜、体验乡村劳作等充满
浓郁乡村气息的特色活动，吸引
了大批游客。

省植物园的名花广场上，不
光是花海，更成了人海。大围山
的油菜花、桃花、樱花正是最佳
观赏期， 宁静优美的生态环境、
天然的自然景观以及纯朴的乡
村生活方式，吸引了八方游客。

清明祭祀旅游已成时俗

作为我国重要的祭祀传统
节日，众多市民选择回乡扫墓、
寄托哀思，红色旅游也明显升
温。 众多游客借清明节假日，
带领孩子瞻仰烈士陵园，缅怀

先烈。
湖南烈士公园、杨开慧纪念

馆、刘少奇故居、胡耀邦故居等
红色旅游景区成为人们重温历
史， 传承英雄精神的教育基地
和红色课堂。在韶山，假期3天
共接待游客23.54万人次，已近
饱和。

3天旅游总收入16.18亿元

此外，长沙市各地还在节前
推出了丰富多彩的节庆及营销
活动。浏阳达浒镇举行第六届油
菜花节，14000亩油菜花海等游
客畅游；第九届灰汤桃花节也已
经开幕， 吸引了来自各地的游
客；以“千年茶旅、康养沩山”为
主题的沩山首届茶旅文化节，开
展了采制春茶、找寻春芳、购置
春鲜等一系列活动。

据统计，清明假期间，长沙
市共接待游客117.38万人次，同
比增长17.69%， 实现旅游总收
入16.18亿元，同比增长17.93%。
长沙市列入统计监测范围的主
景区共接待游客65.37万人次，
实现门票收入1931.94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 假日期间，
长沙市外地游客以广东、 湖北、
江西、上海等游客为主，占外省
客源市场60%以上。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周浩

本报4月7日讯 清明小长
假已临近尾声。今天，记者从省
民政厅获悉， 从4月5日至7日，
全省23个清明祭扫观测点共接
待祭扫总人数1086589人次，车
辆总数186673辆次， 出动工作
人员6399人次。

据介绍，为确保清明节期间
群众祭扫服务保障工作，湖南各
地建立健全了政府负责人牵头，
民政、公安、交通、林业等部门配
合的应急处置机制，全力保障祭
扫安全。除了压实殡葬服务机构
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各级民政部
门还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整治，

确保不发生拥堵踩踏、火灾等安
全事故。

此外，我省还开展了殡葬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回头看”，重点
看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理情
况，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墓位出
售（租）价格欺诈、垄断牟取暴
利，殡葬服务、中介服务及丧葬
用品销售违规经营、乱收费等突
出问题， 加大打击惩处力度。到
目前为止，我省殡葬领域突出问
题专项整治行动取得明显成效，
全省各级共查处和整改各类问
题12525个。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何波

本报4月7日讯 连续三天
的晴好天气，激发了人们游玩的
兴致。记者今日获悉，清明小长
假期间，湖南省旅游市场接待游
客达1368.42万人次， 较往年增
长17.55%， 全省实现旅游总收
入97.80亿元，同比增长28.36%。

眼下草长莺飞， 春花竞发，
踏青赏花游成为人们享受春日
的首选。据统计，常德、岳阳、张
家界、长沙、衡阳、湘潭、郴州、怀
化、 益阳9个市州接待人次超过

了80万。全省129家旅游景区共
接待游客485.06万人次，同比增
长30.2%，纳入监测景区实现营
业收入30611.38万元，同比增长
31.19%。4月7日长沙橘子洲景
区超过最大承载量。

同时， 全省有9个市州的旅
游收入增幅超过20%，分别为湘
潭、衡阳、岳阳、常德、张家界、益
阳、郴州、怀化、娄底，文化和旅
游收入大幅增长。

■记者 丁鹏志

清明·祭扫

全省3天接待祭扫人数108万人次

清明·长沙

本报4月7日讯 今日上午10点，
2019年湘赣边云锦杜鹃花节“赏云
锦杜鹃花海·观云上云卷云舒”在株
洲市炎陵县云上大院景区绚烂开
幕，本次活动将持续至4月30日。

云上大院景区占地13万亩，森
林覆盖率96.6%， 景区拥有着20多个
优质的自然景点和人文景点，其中，景
区内原生云锦杜鹃花占地10万亩，是
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群落，树
龄逾百年的云锦杜鹃有5000余株。

■记者 刘镇东

炎陵十万亩
杜鹃花开艳

4月7日，游客在寒食合拢宴上学跳摆手舞。清明小长假期间，长沙世界之窗举办寒食合拢宴活动，游客在此免费
品尝青团、春卷、麻花等10余种寒食节特色美食。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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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7日讯 清明假期今
日收官。 记者今日分别从铁路、公
路部门获悉， 清明假期全省高铁、
城际铁路客流和高速公路车流均
创新高。8日零时起，高速公路将恢
复收费模式。

铁路广州局集团介绍，首次投
入清明铁路运输期的广深港高铁
客流较平日增幅明显，全线日均发
送旅客27.8万人次。清明运输期间，
湖南高铁客流比普铁客流涨幅明
显，高铁客流在铁路客流占比超过
七成。长沙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8.8
万人次，高铁长沙南站日均发送旅
客13万人次。

清明假期，长株潭城际铁路充
分保障运力， 使用8组动车组开行
51对列车，发送旅客15.6万人次，同
比增长71.9%。

8日零时起，高速公路将恢复收
费模式，预计高速车流量将迅速回
落，恢复正常状态。

■记者 邓晶琎 和婷婷

逾7000公里国省道有了新界碑
湘潭在全省率先完成桩号传递

117万人游长沙，3天进账16亿

长株潭城铁
客流涨七成

清明·景点

清明·交通

本报4月7日讯 省公路管
理局今日发布，自3月初对全省
国省道命名编号调整以来，截
至3月底，全省已完成国省道桩
号传递里程约7042公里。其中，
湘潭在全省率先完成了境内桩
号传递工程。

3月初，全省启动国省道命
名编号调整， 调整规划总里程
14300公里。 桩号传递工程是
其中的一项重点内容， 主要包
括里程碑（牌）、百米桩等公路
附属设施的规范设置和更换。

据湘潭市公路管理局介绍，
该项工程在湘潭市境内共涉及
G107、G234、G240、G320、
G345共5条国道， 以及S216、
S219、S222、S323、S325、

S327、S328、S329、S330、
S33110条省道。3月底，该市已
在全省率先完成了桩号传递工
程，共设置里程碑（牌）480个、
百米牌3812个。

湘潭市境内有3条道路升
级 为 国 道 ， 分 别 为 G240、
G234、G354。由于道路升级后，
技术等级也将相应提高， 湘潭
市公路管理局将按照相关要求
和标准， 对辖区公路进行道路
拓宽、路面改造等。

公路部门提醒， 湖南公路
国省道命名调整专项工程正持
续进行， 建议司乘人员出行前
密切注意国省道名称编号的变
更，及时做好出行安排。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谢易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