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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薇

湖南卫视热播综艺节目《爸爸去
哪儿》第一季早已落幕，但“爸爸效应”
仍在持续发酵， 并衍生出很多经济效
应。 从同名手机游戏、图书到电影，除
了高广告收益，《爸爸去哪儿》 的衍生
品也在持续发力。

衍生产品潜力无限
2013年12月6日，湖南卫视推出同

名手机游戏《爸爸去哪儿》。 游戏中设
计的星爸和萌娃特征明显、造型可爱，
游戏场景则取材于各集节目的拍摄
地， 玩家在游戏中扮演星爸和萌娃完
成收集蔬果的任务。 据了解，目前这款
游戏下载量已逾7000万， 并在作为手
游风向标的苹果手机版App� Store免
费榜总榜、 游戏榜总榜连续24天保持
第二的位置，令游戏业界惊讶。

2014年1月18日，湖南卫视官方授
权出版的同名图书《爸爸去哪儿》正式
上市。 书中除了收录节目中的点滴感

动， 还专门附上独家幕后采访及节目
花絮。 据介绍，该书上市前已在淘宝等
多家网站预售3万多册。 新书上市后2
天，仅北京新华书店一家就卖出500多
册， 目前该书正在全国各大新华书店
陆续上架。

1月31日，湖南卫视出品的同名电
影《爸爸去哪儿》即将上映。 据透露，影
片中的5位星爸及萌娃将在动物园里
完成一次终极任务。 作为国内首部真
人秀电影， 尽管外界对其看法褒贬不
一， 却丝毫不影响粉丝对该影片的殷
切期待。 随着档期逼近，5位小宝贝的
宣传片也在陆续曝光，为电影预热。

《爸爸去哪儿》凭借着超高人气，
其衍生产品收获了良好的市场效果。

开发计划难以先行
然而， 在一些业内人士看来，《爸

爸去哪儿》的衍生产品开发稍显滞后。
有媒体曾报道：“《爸爸去哪儿》第一季
即将进入尾声， 其衍生品手机游戏才
正式推出，上线不到3天时间，下载量

已经突破300万。 有玩家直呼‘制作方
简直太沉得住气了， 手游产品其实早
就该推出了。 ’”

对此， 也有相关专业人士表示理
解。 因为，目前国内的电视节目市场化
运作相比国外，还处于起步阶段。 大多
数制片方还停留在靠收视率拉升广告
收益的层面上，而很少去关注其背后商
业价值的深入挖掘。 因此像《爸爸去哪
儿》这样直到节目火了以后才想到开发
衍生产品的情况在国内并不少见。

新节目的市场开发计划难以先行，
归根结底，在于制作方对于新节目的市
场预期难以进行准确的评估。 毕竟，如
果节目播出后效果不好，前期的市场开
发计划做得再详尽也无济于事。

尽管起步较晚，《爸爸去哪儿》节
目营销中心负责人却表示有信心将其
衍生产品和品牌运营做得更好。

产品节目需深入融合
一款电视节目的衍生产品， 达到

哪种效果才算是理想的呢？ 有专业人

士认为， 最重要的在于如何将产品与
节目内容深入融合起来。

《爸爸去哪儿》手机游戏是一款比
较理想的衍生产品。 通过游戏中的互
动环节， 增强了玩家与电视节目之间
的关联度， 从而让玩家更加关注节目
本身。 值得一提的是，《爸爸去哪儿》电
影即将上映， 作为互动宣传的需要，
《爸爸去哪儿》手机游戏也同步更新了
“新年大电影关卡”。

继手机游戏、图书、电影等衍生产
品逐步推出之后，《爸爸去哪儿》 制作
团队将面临更大的挑战。 如何根据观
众对于节目内容的讨论热点， 生产出
与观众需求实时对接的衍生产品，不
断满足市场需求， 这将考验制作团队
在营销上的反应能力及执行能力。

“一档真正成功的电视节目，节目
本身市场化开发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
环。 我们将努力研发出更多与文化相
关的《爸爸去哪儿》衍生产品，让节目
本身拥有更长的生命力。 ”湖南广播电
视台节目营销中心副主任郑华平说。

《爸爸去哪儿》持续发力

本报1月23日讯（通讯员 肖欣 记者 陈淦璋）记者昨天从省国
土资源厅获悉，日前发布的《湖南省2013年度土地市场动态监测分
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去年全省土地市场运行平稳，土地
出让总价款为1077.28亿元， 首次突破千亿大关； 土地出让均价为
1066.3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7.4%。

《报告》称，去年全省土地供应总量与2012年相比略有减少。从
用地类型看，供应房地产用地6280公顷，约占供应总量的27%，较去
年略有提升；工矿仓储用地供应占19%；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供应约占16%；交通运输、水利设施等其他用地供应约占38%。从区
域分布看，长株潭地区为全省土地供应主要区域，但值得注意的是，
工矿仓储用地的主要供应区域不再是长株潭地区， 而转为湘南地
区。

《报告》指出，去年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实现“应保尽保”。全省
保障性安居工程实际供地1286公顷，其中廉租房用地94公顷、经济
适用房用地667公顷、公共租赁房用地190公顷、各类棚户区改造用
地317公顷。

《报告》同时预测，今年我省房地产用地价格将平稳增长，房地
产用地供应量将会有所增加。 为遏制房地产用地价格过快上涨，下
一步，政府及主管部门将在完善市场配置机制、强化土地供后监管、
统筹存量增量、保障合理住宅用地供应量、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加强
部门联动机制等方面着力。

全省去年土地出让
总价款首破千亿大关
出让均价为1066.3元/平方米，同比上涨17.4%，

今年房地产用地供应量将会有所增加

本报1月23日讯（记者 陈淦璋）记者昨天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国土部门今年将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宗地（地籍的最小单元，是指以
权属界线组成的封闭地块）统一代码编制工作。 编制工作完成后，全
省每宗地都将有自己的“身份证”。

宗地统一代码编制计划分步推进。 预计一年内完成省级示范与
推广，并结合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完成全省农村集体土地
所有权宗地统一编码；用2到3年的时间，完成县政府所在地以上城
镇已发证宗地更新和宗地统一编码，并逐步推进原有宗地代码向统
一代码转换。

宗地统一代码编制是国土资源部安排部署的一项全国性工作，
对构建以宗地为核心的“批、供、用、补、查”综合信息监管平台，实现
以“一张图”为基础的土地管理新格局，保障以土地为核心的不动产
统一登记等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全省宗地统一代码编制工作启动

每宗地都将有“身份证”

（紧接1版①）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
组和省委组织部及时下发《关于结合深
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
实做好抗旱救灾工作的通知》， 要求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
深入第一线，把抗旱救灾作为当前教育
实践活动的重要实践。

省水利厅派出12个由厅相关处室
人员组成的工作组，赶赴受旱严重地区
检查指导抗旱工作。同时，加强与市州
水利部门的联系， 充分调动抗旱力量，
发挥抗旱服务队作用。省农业厅、省民
政厅、省财政厅、省林业厅、省气象局等
省直单位也积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灾
区， 把教育实践活动搬到田间地头、沟
渠岸边，细致调查了解灾情，摸准群众
需求，及时为灾区群众排忧解难，让基
层干部群众看到了活动带来的新变化。

“双联”帮扶、结对帮扶 、志愿服
务……活动中， 各参加单位纷纷结合
实际创新直接联系服务群众的载体，
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蹲基层、 进社区、
结穷亲， 为基层和群众排忧解难，在
实践中提高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
能力， 共有9798名党员干部与12177
名困难群众结成帮扶对子， 筹集帮扶
资金90827.77万元， 为基层办实事好
事9089件。

以群众为镜，查摆问题“对准
号”、“像自己”、 “有深度”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作风有没有问
题，群众看得最真切、感受最直接。

为找准党员干部“四风”方面存在
的问题，省委采取多种方式带头开门纳
谏，以群众为镜，拜群众为师，就解决

“四风”问题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
省委常委结合开展“转作风、解难

题、抓关键、见实效”专项活动，深入基层
听取意见。省委有关领导分别主持召开7
个座谈会， 面对面听取基层党员群众、

“两代表一委员”、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
表人士的意见建议， 并上门征求老同志
的意见，结合开展“转作风、解难题、抓关
键、见实效”专项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听
取意见建议。目前，全省共有10.3万干部
群众向省委常委会及成员提出意见，分
类整理出意见建议1500余条。

上级带头，领导示范，上行下效。
第一批活动参加单位采取多种形

式，认真开展“访基层群众，问干部作风”
意见建议征集活动，通过“单位内部找、
督导组实地查、基层群众提”，广泛征求
干部群众和服务对象的意见建议。

省审计厅党组成员分头到市县审
计局听取意见， 向基层审计部门和近3
年的被审计单位发放征求意见问卷，着
力查找审计工作存在的突出问题；省委
党校开展以“进百家门、谈百人心、知百
家情、解百人忧”为主要内容的征求意
见活动，进一步做到感情上亲民、工作
上为民、成果上惠民、态度上亲民。

据统计，第一批活动157个单位共征求
到原汁原味的意见35915条，梳理出15453
条，其中对领导班子及成员在“四风”方面
的意见10865条，占总数的70.3%。

针对征求到的意见建议，各单位领
导班子及成员主动把自己摆进去，认真
撰写和反复修改完善对照检查材料。
157个单位1500多份班子及成员的对照
检查材料，经省委督导组、省委领导小
组办公室审核后， 有60%的重新修改，
提出修改意见最多的达2000多字，平均
修改5次以上，最多的修改了21次，真正
做到“对准号、像自己、有深度”。

动真格批评，揭短亮丑“红红
脸”、“出出汗”、“排排毒”
贯彻整风精神，把批评和自我批评

摆在重要位置，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敢于亮
短揭丑，让每个党员干部都在思想和灵
魂上受到触动。

针对以往民主生活会上，有同志
对上级放“礼炮”、对同级放“哑炮”、
对自己放“空炮”的情况，省委要求坚
持整风精神，高质量开好专题民主生
活会，坚决克服“闯关”思想，大胆使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拔除思想深
处的病毒，把民主生活会当成经受党
性锤炼、增强群众观点、增进群众感
情的过程。

不避重就轻、遮遮掩掩，不以工
作问题代替“四风”问题，不以笼统的
班子问题代替个人存在的问题……
各单位紧紧扭住“四风”，不“走神”、
不“散光”，认真对照检查、开展批评
和自我批评。

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各单位班子
成员自己动手撰写对照检查材料，几
上几下，反复修改完善，还进行了交
心谈心，开展了思想交流，认真查找

“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深刻剖
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会上，各单位一
把手带头开展批评，对每名班子成员
提出批评意见；班子成员勇于对一把
手提出批评，不放“礼炮”；班子成员
之间开展批评坦诚严肃。一些单位的
民主生活会从白天开到深夜，有的甚
至开了2至3天，相互批评意见达100
多条。

空话套话不见了，细枝末节不谈
了，“一团和气”不复存在了……绝大
多数同志主动谈了房产、 办公用房、
配车、家属子女从业、秘书配备等情
况。大家从理想信念、宗旨意识、党性
修养、政治纪律等方面深刻剖析问题
根源，在开门见山、推心置腹中吐露
了心声，碰撞了思想，凝聚了共识。

“以前的民主生活会大都是点到
为止的自我批评，这次听到别人硬碰
硬的点评，真是出了一身冷汗。虽然
脸上火辣辣,心里却是热乎乎。”一些
参加集中民主生活会的党员干部发
出感慨：“这是最长记性的一次民主
生活会。”

钉钉子整改， 开展行为之垢
“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2013年12月6日，一个暗访视频
让参加《电视问政》节目录制的省卫
生厅厅长张健倍感压力。

暗访记者跟随某公司医药代表
来到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办公
室，分别给多名医生送出了10月份的
药品回扣。该院医生罗石红、周政、肖
海斌分别收受回扣1270元、1200元、
120元，并主动询问回扣相关事宜。

“厅长，医生收回扣这个事，我都
早就晓得了， 你未必会不晓得？”随
后，一位现场群众的犀利提问更让张
健尴尬不已。

尴尬带来整改的雷厉风行。涉事
的3位医生随即被停职， 接受行政处
罚， 涉及提供回扣的6种药品被省卫
生厅暂时禁售。12月26日起， 省卫生
厅在全省开展为期4个月的“医疗整
治风暴”，对医疗服务不规范行为、医
药购销领域不正当交易行为等5大顽
疾集中“整风”。

教育实践活动办在湖南经视举
办的电视问政活动，让一批一批的厅
局长走进电视直播间， 站在聚光灯
下，就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专项
整治工作，接受“两代表一委员”、媒
体记者、市民代表直接发问，并现场
进行满意度测评，在全省上下产生强
烈反响。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在问
题和意见面前，最好的是立即行动起
来，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我省对照查找出7个方面34项专
项整治任务，并逐项制定专门整改方
案， 逐一明确“任务书”、“时间表”、

“路线图”和整改责任人。省委领导小
组办公室采取暗访抽查、 专项督查、
发督办函、集中通报及时约谈等方式

抓调度、问进度，用“钉钉子”精神一项
一项促整改， 一项一项抓落实， 把实
事、好事办在了人民群众的心坎上。

省委常委会率先将整改方案通过
《湖南日报》等媒体进行公示，向全省
干部群众作出郑重承诺。 省人大常委
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也通过各种渠
道公开了整改方案。41个省直重点部
门和窗口服务单位， 对群众反映强烈
的突出问题，分批在《湖南日报》上公
开并承诺整改，接受群众监督。

各单位克服“闯关”思想，针对查
摆出来的问题逐项研究“开方子”，从
现在做起，即知即改、边议边改、立说
立行，不等待观望、不敷衍塞责，着力
从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改起， 从联系
服务群众的薄弱环节抓起， 在立行立
改、 即知即改中让广大群众感受到新
风正气。

2013年4月至6月期间， 常德市鼎
城区环保局环境监察大队集中检查本
区企业116家， 违反涉企检查规定；收
取企业排污费未按规定核定和公示，
进行协商收费。 鼎城区监察局及时对
区环保局进行通报批评、 责令立即整
改， 对区环保局副局长梁宋桂进行诫
勉谈话， 给予负主要责任的监察大队
队长林晖行政记过处分。

据统计，省纪委先后7次通报了48
起违反作风建设规定的典型案件，各
市州、 县市区累计通报典型案例755
起， 全省共查处违反作风建设规定和
影响经济发展环境案件2314起， 处理
2477人， 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533
人，让广大党员干部深受触动和警醒。

数字是枯燥的，却最能反映成效：
———2013年， 全省性会议比上年

同期减少35.7%；以省委、省委办公厅
名义下发的文件数量较上年同比减少
165个，精简21.6%；省本级和省直部门
原有的269项评比表彰项目精减为60
项，精减率为77.7%。

———取消省本级行政审批项目13
个、下放51项，推动省直有关部门向长
沙市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45项。

———对省直、 市州及县市区共
3000多家单位在越权制定收费政策、
重复收费、继续违规收费等9个方面的
问题进行重点检查， 已责成处理的案
件119件， 涉嫌违法金额5170.4万元；
全省取消41项行政事业性收费、 降低
3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 每年可减
轻群众负担7.5亿元；从2014年1月1日
起，又取消（取缔）10项经营服务性收
费， 降低13项经营服务性收费标准，8
项经营服务收费市场化， 每年可减轻
企业和群众负担13.8亿元。

———腾退清理超标办公用房87万
平方米， 相当于120个标准足球场；其
中省直单位腾退清理5万平方米。

———清理处置违规配备公务用车
5000多辆，“湘O” 牌照公务用车全部
更换民用号牌； 公务接待宴请消费同
比减少30%以上； 全省党政干部因公
出国（境）1217人次，同比下降49.3%。

———省直部门部分省管厅级领导
干部长期调动工作不转工资关系得到
清理纠正。 省直部门清理规范厅级干
部违规在社会组织兼职670人、清理省
直机关违规长期借调人员（一年以上）
260多人……

“湖南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动了真、
碰了硬，打出一系列组合拳，整治“舌
尖上的腐败”、“车轮上的腐败”、“公款
消费中的腐败”， 狠刹奢侈浪费、索拿
卡要、大操大办婚丧喜庆事宜、公车私
用等不正之风， 特别是刹住了多年久
刹不住的吃喝顽疾， 要给个好评！”网
友“湘里伢子”在华声论坛的留言说出
了全省干部群众的共同心声。

成果制度化，确保“成熟一
个、出台一个、管用一个”
岁末年初， 本是省直机关工委办

公室主任王光最忙的时期， 全省大大
小小的评比表彰初审和考核都得汇总
在他这儿。 但今年他却感觉轻松了许
多：“我们今年的检查评比表彰项目从
33项减少到1项，大大减少了工作量。”

据统计，除保留省直机关文明（标
兵）单位1项外，省直机关工委将“先进
机关党委”、“省直五一奖章评选”、“芙
蓉标兵岗” 等32项表彰活动全部清理
并形成制度： 增加新的评比表彰项目
必须提交工委扩大会议研究。

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既要立足当下，更要着眼长远。

为避免活动成效“昙花一现”，在
切实解决好查摆出来的突出问题，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的同时， 第一批活
动参加单位注重从体制上、机制上、源
头上解决问题，做到严明制度、严密监
督、严肃问责，力求对解决“四风”问题
釜底抽薪、正本清源。

省委着眼于从制度层面解决“四
风”问题，巩固活动成果，从一开始就
着手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 对1978年
以来省委制定下发的855个规范性、制
度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 拟宣布失效
202个、废止328个，继续有效325个（其
中拟修改83个）。在此基础上，全面落
实中央确定的14个方面制度建设任
务，省级层面从密切联系群众、规范权
力运行、厉行勤俭节约、整治文山会海、
干部监督管理、规范选人用人等方面建
立完善42项制度。目前，全省已制定出
台“三公”经费预算管理办法、党委(党
组)领导班子贯彻落实“三重一大”事项
集体决策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十条
禁止性规定等22项制度，做到成熟一个
出台一个，出台一个管用一个。

余敏是省委机关的一名“80”后干
部，每逢假日就是她最头疼的事情：忙
着交“红色罚款单”，最多的一次连着
吃了6场婚宴。今年元旦假期她却格外
轻松，一张“罚款单”都没收到。余敏
说：“有了史上最严‘限宴令’，大家都
自觉遵守规定， 节俭低调办喜事已经
成了主流。”

“名目跟着名堂翻，围着钱权打转
转”，这句顺口溜，真实折射出广大群
众对某些党员干部借大操大办宴席敛
财现象的厌恶。 在公开征求社会各界
意见和建议后，2013年10月，省纪委出
台《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操办
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定》，从宴请种
类及规模、礼金收送、车队用车数量及
报告流程等诸多方面,对党政干部操办
婚丧喜庆等事宜作了具体规制,用制度
之手抵制大操大办、破除婚丧陋习。

活动中，省纪委还出台《关于加强
作风建设监督检查的暂行办法》，省委
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严格
机构编制管理和干部人事工作纪律的
规定》，省委组织部出台《关于认真做
好消化超职数配备干部工作的通知》、
《湖南省党政领导干部破格提拔暂行
规定》等干部选任5个文件，省人社厅
制定出台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系列政
策， 省卫生厅制定实施十大卫生惠民
措施， 省工商局制定十项便民利民措
施， 省公安交警总队制定公安交警路
面执勤执法“五条铁规”……

据统计， 第一批活动参加单位共
废止制度517个， 修订完善制度1702
个， 拟新建制度1446个， 已出台1391
个。这些制度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
既抓大又不放小， 把为民务实清廉的
要求具体化、规范化，为转变作风划出

“红线”、标出“雷区”、架起“高压线”，
规范了权力运行，管住了干部行为，堵
塞了滋生“四风”的漏洞，已经成为党
员干部联系群众、 改进作风的行为准
则和刚性约束。

传承的是优良作风， 收获的是人
民信任。 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以改进
作风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得到人民
群众广泛支持和赞誉。

（上接1版②）
端正党风、整饬政风、改进作风，是一场任重道远的长期任务，

永无休止符，永远在路上。 在第一批教育实践活动告一段落的当下，
我们必须不间断不懈怠地推进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将群众路线这
条生命线贯彻到每个党员、每个角落。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市县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和基层单位同人
民群众的联系更直接，其不良作风更直接损害群众利益、伤害群众
感情。 能否顺利完成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关系到整个群众路线教
育实践活动的成败。 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认识到第二批教育实践活
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群众路线关系着我们
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 唯有以认真、坚守的精神一以贯之，将群
众路线坚持到底，让这一件利党利国利民的好事善始善终、善作善
成，让新风、清风在广袤的三湘大地上长久地持续下去。

1月23日，职工表演亲子类节目《爸爸去哪儿》。当天，常德市烟
草局职工自编、自导、自演以“我爱我家”为主题的节目，开展新春联
欢。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刘也 摄影报道

◎责任编辑 刘凌 实习版式编辑 李真明◎

文化视点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1月 23日

第 2014023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724 1000 724000

组选三 309 320 98880
组选六 0 160 0

3 30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4年1月23日 第201401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6897728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20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2 12777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232
64752

1253686
11803429

98
2351
42613
417888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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