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5 日，郴州市举行“砥砺奋进的五年”系列新闻发布会
第二十二场之宣传文化专场。

5 年来，郴州宣传硕果累累，知名度
美誉度大幅提升。

郴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谭家胜
告诉我们，近 5 年在中央、省主要媒体刊
发正面宣传郴州稿件 1 万余篇。

围绕“矿博会”“港洽周”“湘南投洽
会”、旅游文化节、国际国内赛事等，郴州
积极组织对外宣传， 掀起一股股推介热
潮。

今年 9 月 5 日至 9 日，为期 5 天的

“行走中国·感知五年” 海外华文媒体郴
州行采访活动， 吸引美国等 10 个国家
13 家华文媒体高层。

“郴州之行令人惊艳！ ”第一次来到
郴州的加拿大七天传媒集团新媒体总监
曹明聚，用资源富、环境优、底蕴深三个

“没想到”， 说出了诸多参与活动的华文
媒体高层心声。

《中国温泉之城，“醉”美湖南郴州》、
“天赐华夏·别样郴州”等城市形象短片，

《中国郴州》《大美郴州》 等外宣精品读
物，让郴州美名远扬。

5 年来，郴州媒体融合快马加鞭。 郴
州日报社、 郴州广播电视台设立新媒体
中心，打造了以今日郴州 APP、广电郴
州 APP、郴州发布为主，涵盖 11 个县市
区微信微博、手机报、新闻网站的新媒体
强大阵容。

目前，郴州新媒体总用户数超过 200
多万， 其中郴州发布微信微博关注量达
60 多万，先后获得“2013 年湖南省十大
政务微博飞跃奖”“2016年度腾讯颁发最
具影响力的地区性政务新媒体奖”。 广电
郴州 APP 成为全省 4 个获得信息网络
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的政务客户端之
一，直播点击量突破 100万。

5 年来，郴州网络空间清朗有序。 该
市大力推进“互联网 + 宣传”工作，实施
网络内容建设工程， 在不同市直新媒体
开设了“郴城说理”“聚焦郴州”“尚德郴
州”等专题专栏，积极构建正面网上舆论
强势。

严格落实新媒体管理“八项制度”，加
强对各类网络平台的内容巡查， 强化对
“标题党”整治。先后约谈整治“郴州微视”
等微信公众号 150多家，对账号注册主体
不在本土的“今日郴州关注”等开展异地
执法 20次，关停不良网站、微信。 该市互
联网不良信息举报工作居全省第 3位。

10 月 13 日，郴州召开意识形态工作研判会。

9 月 5 日至 9 日，“行走中国·感知五年”海外华文媒体郴州行。 李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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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文化就要提升
至一定高度。

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
求，郴州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品。 电影《湘
南起义》、歌剧《以青山的名义》等作品获湖
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昆曲
《湘妃梦》、湘剧《赵子龙计取桂阳》等获湖
南艺术节新剧目奖，湘剧《一天太守》获全
省县级剧团展演金奖。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郴州的公园游园
广场舞热热闹闹，群众文化活动可见一斑。

我们了解到，“郴州艺术节”“欢乐潇湘
美丽郴州我的家” 已连续举办多届，“昆曲
周末剧场”“欢乐广场月月演”“快乐大舞台
双周汇”等文化品牌妇孺皆知。

“苏仙岭放歌”“北湖之恋”“幸福苏仙”
自 2012 年以来，周末定期演出，为群众搭
建起一个个自娱自乐、 自导自演的市民大
舞台，想唱就唱、想演就演。 每年全市参加
文艺汇演的群众达 3 万人次， 观演群众超
过 150 万人次。

与此同时，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优
化。 该市建成了农村广播“村村响”工程，开
通“户户通”近 5 万户，建成乡村文体小广
场 1911 个。 送戏下乡、送电影下乡成为常
态，文化志愿者进军营、进企业、进福利院、
进敬老院慰问演出温暖人心。

不仅如此，郴州还建成公共图书馆、文
化馆等 33 个，综合文化站、文化活动室、农
家书屋遍布乡村， 城区免费休闲读书吧如
雨后春笋。

文化事业繁荣发展， 文化产业更是势
头强劲。

郴州出台文化产业扶持措施， 苏仙区
飞天山文化旅游产业园、 桂阳文化园等有
序推进。 桂阳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介绍，今年
国庆节期间， 文化园每天游客超过 1 万人
次，带动了全县文化产业发展。

目前， 郴州列入省级文化系统重点文
化产业项目库 3 个， 特色文化产业项目 5
个，特色文化企业 12 家。 该市被国家发改
委、 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湖南省唯一的体育
产业联系点城市， 临武通天玉有限公司被
评为湖南省首批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据介绍， 该市现有各类文化产业从业
人员 39 万，各类文化经营单位 7500 余家，
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190 多家， 文化产业成
为郴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产业和重要引
擎。

· 郴州宣传思想文化篇 ·

□ 白培生 颜石敦 罗徽

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 意识

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

作。 一位先哲曾这样说过，一个国家，

一个地方， 一个单位， 真正要变得强

大，背后支撑的都是思想文化的力量！

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向

我们介绍，近年来，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坚持党

的领导，坚持正确政治导向，弘扬真善美，传播正

能量，在服务发展、服务大局中展示了新作为。

8 月 7 日至 9 月 27 日，郴州市围绕“砥砺奋进

的五年”这一主题，举行了 33 场新闻发布会，集中

发布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党的建设及经济社会

发展等取得的重大成就。 这是该市重大主题新闻

宣传的一次有益尝试， 每场新闻发布会吸引数十

家中央、省、市级媒体记者参加，实现了权威性、全

面性、新颖性等有机结合，为郴州经济社会发展汇

聚了强大正能量。

“无发展实效，则无媒体聚焦；无品牌特色，则

无新闻价值；无务实担当，则无舆论之正。 ”郴州市

委副书记、市长刘志仁说，郴州有幸三者俱有。

如何推动党的理论在基层落地生根？ 郴州
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全面落实党委（党组）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

深入开展“建制度、学制度、用制度”活动，
制定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岗位操作流程，在全
国率先组织召开县（市、区）委书记履行基层党
建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述职评议会，得到中宣
部充分肯定。

该市以各级党委中心组为龙头， 把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引向深
入。 重点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
念、新思想、新战略，精心设置学习专题。

郴州建立健全理论学习交流、 学习督察、
考试考核、学习档案和学习通报制度，将理论
学习情况与干部的年度考核、评先评优、晋升
晋级等挂钩。 先后邀请李肇星、姚景源等 40 名
专家学者来郴州讲课，成功打造了“林邑讲坛”
理论学习品牌。

该市以“大宣讲、微宣讲、新宣讲”活动为
抓手，实现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群众的无缝对
接。

郴州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冯海燕介
绍，目前，该市正大力实施理论宣讲“十百千
万”行动计划，推进百个示范性讲坛（课堂）建
设，组建千名理论宣讲员队伍，覆盖市县乡三
级的大微新宣讲新格局已基本形成。

为把理论政策送到百姓家门口，该市充分
发挥“理论政策千人宣讲团”主力军作用，组成

“理论宣讲轻骑兵”， 开展理论宣讲进机关、进
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农村活动。

宜章县建立业余讲师团、志愿者、土专家
相结合的“宣讲轻骑兵”，他们以“百姓需求”为
总揽，以“百姓喜好”为形式，变“任务式、训教
式、灌输式”为“促膝谈心式”宣讲交流，深受群
众欢迎，被中宣部授予“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
体”。

据了解，五年来，郴州围绕不同时期理论
热点开展理论宣讲 3 万余场。 同时，创新实施

“互联网 + 理论”学习普及宣传活动，把党的理
论推送到网上，使学习普及活动“鲜活”“红火”
起来。

扛责在肩
推动党的理论落地生根

郴州坚持内外兼修， 着力培育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提升市
民文明素质、城市文明程度、城市文
化品位、群众生活质量。

走在郴州的大街小巷， 以中国
梦、 讲文明树新风为主要内容的公
益广告随处可见。“大爱林邑·最美
郴州”“十进十连十创”“践行在我
家”等主题实践活动如火如荼，苏仙
岭、南塔公园等 60 多个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主题街道、主题庭院、主
题社区、主题村庄，成风化人。

与此同时， 以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为抓手，围绕“为人而创、为城而
创、为郴州发展而创”创建理念，坚
持问题导向，合力攻坚补短板。 该市
加大城区道路、 背街小巷、 居民小

区、农贸市场、郴江河和西河等改造
力度，进一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
升城市综合承载力及城市品质。

一手抓建设，一手抓管理。 通过
持续开展客运市场秩序、 道路交通

“治超治限”“限摩规电”专项整治，文
明出行、绿色出行，在郴州深入人心。

创建为民、惠民、利民，郴州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显著增强，满意度达
98%。

该市组织开展万名机关党员干
部进社区志愿服务活动，发动 10 万
余名志愿者奔赴“雷锋”岗位，为民
服务蔚然成风。

据介绍，全市现有志愿服务组织
900 多支，注册志愿者达 78.3 万人。
其中首嫣嫣、陈新华被评为“全国最

美志愿者”， 该市北湖区人民路街道
文化路社区获“全国最美志愿服务社
区”。

“失独母亲”首嫣嫣失独不失爱，
她倡导成立了郴州市苏仙区义工协
会， 把所有精力投身到社区工作中，
给无数人送去温暖。

最美志愿者陈新华带动一群志
愿者，从 1995 年开始从事志愿者服
务， 先后参与创办了雷锋之家工作
站、刘真茂环保志愿服务团等，发展
注册志愿者 3600 人。

今年，郴州还启动了“好人之城”
建设，出台“礼遇帮扶好人典型”关爱
机制，进一步营造“崇德向善”浓厚氛
围。

礼遇帮扶好人， 好人层出不穷。
现全市有 70 多人入选“中国好人”

“湖南好人”，雷冬竹、刘真茂被评为
全国道德模范，马恭志、曾宪国获得
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服务惠民
文化事业发展大繁荣

今年，郴州启动“好人之城”建设，出台《郴州市礼遇帮扶
“好人典型”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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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西河沙滩公园。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郴州市委宣传部提供)

力树形象，知名度美誉度大幅提升

内外兼修，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