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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史锋）今

天，省委宣传部召开了全省文化产业发展推进会。 省

直有关职能部门、各市州委宣传部、文化企业和产业

单位参加了会议。 省广播电台、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湖

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 湖南大剧院等单位负责人发

言。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出席会议并讲

话。

路建平指出，党中央明确要求推动文化产业成为

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 今年是“十二五”的开局之年，

在全面推进文化强省建设中如何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开好局、起好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已经是十分紧迫

的任务。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在“十二五”规划中进

行了重点部署， 并把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我省的

7

大战

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如何创

造性地落实这些决策部署，交出满意的答卷，必须认

真谋划和落实。

路建平指出，文化产业应当且应该成为国民经济

支柱性产业。 推动文化产业真正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

产业，既有国际先进经验又有国内成功实践，既有理

论指导又有政策支撑，既有国内文化消费需求又有国

际文化市场空间。 关键是选择科学的发展路径，采取

过硬的工作举措。 一是以培育合格主体为龙头，加快

推进现代产业之路的步伐。 二是以转变发展方式为目

标，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之路的步伐。 三是以上市融资

为重点，加快推进资本运作之路的步伐。 四是以完善

产业规划为突破口，加快推进管理增效之路的步伐。

在文化产业推进会前，省委宣传部还组织了文化

企业融资上市高级研修班，邀请国内金融、文化企业

管理、法律等方面的专家授课，对我省文化领域银企

对接和融资上市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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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朱定 版式编辑 周双 责任校对 黎明

要闻

２０11

年

4

月

16

日 星期六

2

禹振华

时年不到

29

岁的周森锋

2009

年

担任了湖北省宜城市委副书记、市

长，

2011

年他又将 “拟交流提拔任

职”，这位“最年轻市长”再受广泛关

注。

4

月

13

日，湖北省委组织部有关

负责人对此回应， 指出周森锋属于

破格提拔，既是湖北省“年轻干部成

长工程”的具体措施之一，也是深化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积极成果（

4

月

14

日《湖南日报》）。

周森锋这次“破格提拔”，公众一

直在猜谜。 这边刚有“湖北省委组织

部称破格提拔周森锋符合规定”的报

道，那边旋即又有“湖北官方否认曾

对媒体称周森锋属破格提拔” 的辟

谣。 换届之年，公开提拔一个年轻干

部，本来是件很正常的事，却弄得不

那么光明正大似的，自然也怪不得公

众质疑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真相”。

公众之所以对周森锋持续关注，

既因为他是“最年轻市长”，更由于他

涉嫌论文抄袭。 当然， 本来还有是否

“破格提拔”这个谜团，现在湖北省委

组织部出面释疑了，公众也就释怀了。

是否“破格提拔”说清楚了，可

是否涉嫌论文抄袭有“事情”还是没

说清楚，全当疑点从来没有存在过，

无需释疑或者不屑释疑， 而公众恰

恰想把这个“事情”弄清楚。 这不是

公众好事， 而是公众本来就拥有知

情权、监督权这些基本权利。

把“事情 ”说清楚 ，是个诚信问

题，进而可以说是个道德问题。周森

锋的政府官员身份， 对诚信度有着

极高的要求。 公众有理由怀疑———

如果你会在学术上弄虚， 谁能保证

你不会在工作上作假？

刘安《淮南子·说林训》 有云：“人

先信而后求能。 ”周森锋的“能”，按照

湖北省委组织部的公开回应，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了。但周森锋的“信”，则

因为他一直缄默，而无从求证。

周森锋不应由着公众这样猜

谜。 两年前曝出的“抄袭门”，周森锋

除了面对新华社记者表示 “不想成

为新闻人物”外，从未公开回应过各

种质疑，谜团遗留至今。

“不想成为新闻人物 ”，这不是

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站在台前，代

表公众履行行政权力， 有些事情就

必须说清楚。你需要清静，公众更需

要信得过的干部。

需要一锤定音的时候， 就不能

躲躲闪闪！

电子邮箱：

hnrbxwplb@163.com

一直缄默 只好猜谜

� � � �

“人先信而后求能。”把“事情”弄清楚，不是公众好事，

而是公众本来就拥有知情权、监督权这些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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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5

日讯（记者 段涵敏）

居民步行一刻钟就找到

1

所社区卫

生服务站， 平均每个街道办事处都

有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可以

享受疫苗接种 、医疗 、健康体检 、建

电子健康档案等服务， 遇到特殊情

况还能让医生上门服务……

4

月

14

日至

15

日， 在湘潭市召开的全省社

区卫生工作会议透露， 这种方便的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 我省已实现了

网络全覆盖。 今年开始，我省开展创

建社区卫生服务示范中心活动。

作为医改各项工作的实施载体

之一，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承担着将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 ，

向全民提供的重要使命。 目前， 我

省共设置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58

个， 社区卫生服务站

334

个。 从

2007

年起， 我省实施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和服务站的规范化建设， 全省有

125

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建

设纳入国债项目， 基层社区卫生服

务机构的硬件设施得到了明显改

善。 同时， 社区基本医疗服务能力

显著提高，

2010

年， 全省社区卫生

服务机构门急诊服务人数较

2009

年

上升

17.89%

， 城市居民人均每年在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服务次数为

0.68

次，较

2005

年上升近

1

倍。 全省城

市 社 区 累 计 建 立 居 民 健 康 档 案

666.83

万人，建档率达

56.04%

。

2011

年， 我省人均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经费标准由

17.5

元提高到

25

元， 新增经费主要用于扩大覆盖人

群 、提高服务质量 、增加服务项目 。

主要是将儿童保健管理人群从

0

至

3

岁扩大到

0

至

6

岁， 并增加口腔保健

等服务；增加

65

岁以上老年人、孕产

妇等重点人群检查项目， 增加健康

教育服务内容； 增加高血压、 糖尿

病、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人数等

服务项目。 随着城市化扩张脚步加

快， 省卫生厅要求各地要按照居民

步行

15

分钟不能到达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的地方，设置

1

所服务站的标准，

合理规划，保证网络的覆盖面。

据了解，根据卫生部《关于开展

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的

通知》，我省将利用

3

年时间，在全省

范围内争取创建

40

个省级社区卫生

服务示范中心 ，

10

个国家级示范中

心，推动全省社区卫生服务发展。

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增至25元

儿童保健从0至3岁扩大到0至6岁， 新增口腔保健等服务

增加65岁以上老年人、 孕产妇等重点人群检查项目

� � � �

本报

4

月

15

日讯（通讯员 李南南） 由第

二课堂杂志社举办的大型公益助学征文活

动———首届全国中小学生“个性·成长”作文

大赛今天揭晓。 经过对

2

万多篇参赛作品的

评选，

270

篇作品分获一 、 二 、 三等奖 ，《回

归》、《逃离流行语》、《老槐 》

3

篇文章获特等

奖。 第二课堂杂志社为获奖者提供了价值

10

万余元的助学奖金和助学用品。 省人大常委

会党组成员、省政府顾问唐之享，省作协主

席唐浩明等出席了大赛专家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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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

4

月

15

日讯 （记者 刘文韬）今

天上午，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政

法委书记李江来到长沙秦希燕联合律

师事务所，就律师服务经济大局、推进

法制建设等方面进行调研。 李江强调，

要进一步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健全科学

管理机制，为推进法治湖南建设服务。

李江听取了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

所的工作汇报，并与律师们进行了交流。

据介绍，该所担任了一大批重要机关、团

体、特大型企业等有重大影响单位的常

年法律顾问，参与了一大批重点工程项

目谈判等非诉讼法律事务的处理，近

10

年来累计为当事人挽回经济损失

100

多

亿元。 同时，积极开展法律援助，特别是

专门成立了“为农民工讨工资律师免费

服务团”，自

2003

年以来已累计为上万名

农民工讨回工资

1.1

亿多元。

李江对该所维护公平正义、 服务

经济大局、 热心公益事业等方面取得

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 他指出，发展、

完善律师制度是建立法治国家的重要

内容。 律师促进和监督了司法公正、实

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们应着重维

护律师合法权益，保障、支持律师行使

权利。 要加强律师队伍建设，促进律师

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切实提高律师队

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业务素质和职业

道德素质， 牢固树立和自觉践行执法

为民的理念， 使之成为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大局的坚实力量； 要进一步完善

律师事务所的运行机制， 改进管理方

式方法， 以科学的管理机制规范律师

的执业行为； 要在律师事务所内部营

造和谐的企业文化，形成团结一心、奋

发向上的工作氛围。

加大力度加快进度

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李江寄语律师工作者

成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坚实力量

全国中小学生“个性·成长”作文大赛揭晓

� � � � 4

月

14

日，长沙开福区新河街道幸福桥社区的居民李莎莉从家里捧出一大堆电池放进路

边的废旧电池回收箱。 当日，该社区成立环保协会，

410

名环保志愿者在街巷、院落和楼栋里

设置了

16

个废旧电池回收箱，倡导大家共同保护环境。 本报记者 刘尚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