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张斌通讯员 蒋伟） 省纪委三湘
风纪网今天发出消息，省住建厅
原厅长蒋益民涉嫌严重违纪，目
前正接受组织审查。

蒋益民，男，汉族，1957年1
月出生，湖南华容县人，大学本
科文化， 副研究员。1985年12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74年3月参
加工作，历任湖南省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所所长，湖南省环保厅党
组书记、厅长，湖南省住建厅党
组书记、 厅长等职务，2016年10
月至2017年3月任湖南省住建厅
党组副书记、厅长，2017年3月退
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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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北京时间11月1日凌晨， 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在法国巴黎宣布， 长沙正式加入全
球“创意城市网络”，成为世界“媒体艺术之
都”，长沙再添一张世界级“名片”。

成为中国首个世界 “媒体
艺术之都”

“创意城市网络”，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重大项目，旨在通过对成员城市促进当地
文化发展的经验进行认可和交流，达到在全
球化环境下倡导和维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
分为媒体艺术、音乐、文学等7个类别。此次
名单公布前，全球共有116个城市加入。

此前，“媒体艺术之都” 在全球共有9
个城市，分别为法国昂吉安莱班、奥地利林
茨、美国奥斯汀、日本札幌等。

2014年4月，长沙市委、市政府决定，
以“媒体艺术之都”为目标申请加入“创意
城市网络”。由于国际认知差异以及区域平
衡考虑，长沙在2015年申报失利。

一次失利， 挡不住一座城市的追求。

去年， 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指
导下，长沙重启“申都”。

这一次，与长沙同台竞争的其他5座城
市———加拿大多伦多、墨西哥瓜达拉哈拉、
阿联酋沙迦、葡萄牙布拉加、斯洛伐克科希
策，都是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大城市，且均为
所在国首个申报城市。

最终，长沙申报成功，成为我国首个获
评世界“媒体艺术之都”称号的城市。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达8.7%

长沙提出建设“媒体艺术之都”并高效
推进，并非突发奇想，而是有着深厚的底蕴
和强劲的实力。

从2000多年前马王堆汉墓中的精美
工艺品到刮起收视旋风的“芒果”牌电视节
目， 历史坐标中的长沙从来不缺少文化创
意的基因。

近年来，《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
《我是歌手》 等电视节目成为行业标杆；
《雍正王朝》《长沙保卫战》等影视剧作品
扬名海内外……金鹰电视艺术节、橘洲音

乐节、 国际雕塑文化艺术节等国际性节
会常态化举办，搭起“永不落幕的舞台”，
长沙成为我国最具文化创意的媒体艺术
代表城市之一。

优秀媒体艺术产品的背后，是文创产业
的崛起。 去年，长沙文创企业达12815家，创
造就业岗位61万个，文化产业总产出2581.4
亿元，其增加值占GDP比重达8.7%。

目前，长沙的媒体产业呈现明显的规模
化与多元化发展态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媒
体产业生态群。 其中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
的新媒体、视觉特效、数字媒体制作，成为长
沙媒体艺术行业的重要组成。数字技术与传
统产业的结合，孵化出了数字烟花、数字灯
光、数字会展等新兴创意产业，与数字媒体
一起，构成了长沙媒体艺术的发展矩阵。

将为创作者和梦想家提供
良好的舞台

“媒体艺术之都”的舞台已搭好，长沙
接下来要怎么做？

长沙市委副书记、市长、湖南湘江新区
党工委书记陈文浩表示， 长沙将以数字视

频全产业链集群为方向， 加快马栏山视频
文创园建设，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
“视谷”。将国家广告产业园、大学城等文创
平台建设好， 为创作者和梦想家提供最广
泛资源和全方位服务。

此外，长沙还将加快推进文化产业园、
媒体艺术小镇建设， 打造全球媒体艺术创
意洼地和产业孵化基地。争取“一带一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永久落户， 组织媒体
艺术周、文创十大工匠“金手指”传人评选
等活动，承办“创意城市网络年会”，加强城
市文化国际交流。

据悉， 长沙已将媒体艺术发展纳入未
来3年全市经济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市政
府未来将在每年1846万美元文化产业专项
资金中，建立媒体艺术发展专门基金，扶持
媒体艺术项目的发展，确保逐年增长。

“长沙打造世界媒体艺术之都，重在人
才。”陈文浩表示，今年长沙出台的“人才新
政22条”，就是要以优越的政策环境把人才
留在长沙。 今后马栏山集聚区内会建设大
量的租赁房供创业者廉价使用。 长沙还会
把房价的“比较优势”转化为“长久优势”，
来吸引人才落户。

“媒体艺术之都”对长沙意味着什么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何

佳玲）沅陵县周德清一诺千金、多年照顾孤寡老人，
祁阳县老师雷运姣义务服务学子18年， 湖南省疾控
中心邓志红23年坚守传染病防控一线……记者今
天从湖南省文明办获悉，2017年“湖南好人”10月榜
单正式揭晓，28位群众身边的普通人上榜。

沅陵县官庄人周德清， 在26年前请全村11位孤
寡老人吃年饭时，向老人们承诺，每年过年都给每位
老人置办一份年货，接老人一起吃个团圆饭。26年过
去，周德清没有食言。即便是他开金矿的那几年，借贷
17万元全部打了水漂，到了过年前几天，他还借钱给
老人们添置年货。在冰岛打工的3年里，他就委托家人
请老人吃团圆饭。26年里，村里孤寡老人过世，也是周
德清主动料理后事。他表示，将继续这样照顾村里的
孤寡老人，如果自己老了，就将接力棒交给儿子。

雷运姣在祁阳一中开设“爱心屋”，义务开展学
生心理咨询服务。18年来，接受过雷运姣心理辅导的
学生达1万多人， 及时发现并挽救了近20名有自杀
倾向的学生。在各地教育部门、各级妇联的支持下，
雷运姣在全国各地为大中小学生做励志报告500多
场，为广大父母作报告400多场，总听众超过30万人
次。18年来，雷运姣做这些没有收过一分钱，甚至连
去各地巡讲都是自费。

“湖南好人”评选旨在挖掘湖南在助人为乐、见
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5个方面具有
突出表现的身边好人。此次评选中，周德清等4人当
选为“诚实守信好人”，雷运姣等6人当选为“助人为
乐好人”，梁军初等6人当选为“见义勇为好人”，邓志
红等6人当选为“敬业奉献好人”，熊盛辉等6人当选
为“孝老爱亲好人”。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通讯员 田
贵学 郑龙腾 ）坛子辣椒脆萝卜、土家
腊肉、张家界土家贡莓茶、张家界菊花
芯柚……一大波张家界优质新鲜农特
产品正通过电商飞出大山。今天，2017
年湖南电商扶贫专项行动暨电商扶贫
特产专区活动在张家界市永定区启
动， 该活动随后将在省内其他市州陆
续举行。

活动由省商务厅、省扶贫办、湖南日
报社联合主办，张家界市永定区委、区人
民政府和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湖南苏宁云商、京东湖南馆、湖南电商公
共平台、 张家界电商公共服务平台等电
商企业云集， 活动旨在联合企业、 合作
社、电商平台三方之力，有效地解决贫困
户农产品销路问题。

在活动现场，100多家张家界市的
农产品生产、 加工、 销售企业集体亮相
“电商扶贫特产专区”，土家贡莓茶、菊花
芯柚、土家腊肉等农产品供不应求，截至
下午16时， 网上订单达到1500多份，成
交额达40多万元。

在电商活动区，张家界茅岩河投资
有限公司带来了价值十几万的张家界
莓茶。公司董事长覃国银介绍，该公司
采用“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
式，在茅岩河镇的安坪、青安等8个村建
有莓茶种植基地1500多亩， 带动当地
农户种植莓茶，其中涉及贫困户101户
372人。去年，参与合作社种茶社员人均
收入达4605元。 今年公司又拓展了近
3000亩基地， 将更多地依靠线上渠道
销售张家界莓茶， 帮助贫困户脱贫致
富。今天的活动现场，湖南搜农电子商
务有限公司与张家界茅岩河投资有限
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承销1000万元张
家界莓茶。

据永定区扶贫办主任周叙鹏介绍，
电商扶贫特产专区首站进驻张家界步步
高店，今后还将设置常态直销专区。消费
者还可通过网上供销社、快乐购·芒果生
活、农商通、惠农网、搜农坊等省内电商
平台进行购买。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周瑾容 廖庭瑄）“谢谢伯伯”“阿
姨早上好！”11月1日上午， 湖南省人民医
院儿四科病房里，2岁的皓皓（化名）露出
可爱的笑脸，用稚嫩的声音向医护人员打
招呼。该院院长祝益民、首席专家吴金术
等为皓皓检查之后，宣布皓皓可以出院回
家了，病房里响起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自9月21日从20楼坠下至今， 岳阳男
童皓皓在医疗团队的精心救治下，摆脱死
神的魔爪，奇迹脱险。目前他会说会笑，能
跑能跳能打球， 除视力还未完全恢复，语
言、运动功能和智力情况均与正常儿童一

样。
“像是做了42天的梦，现在梦终于醒

了，心中的一块大石落下了。感谢所有医
护人员和关心皓皓的爱心人士！” 回忆起
当时场景， 皓皓的妈妈吴小燕仍十分激
动，哽咽着说道。

“皓皓的‘重生’，是生命的奇迹，更是医
学的奇迹。”省人民医院院长祝益民介绍，当
时皓皓病情非常凶险， 损伤到了每一个器
官， 医院成立了21个专业和科室组成的救
治小组， 每天下午4点举行全院大会诊，调
整治疗措施。记者粗略统计，医院共举行了
33次会诊，医生记录病情的病历有49页，护

理记录有134页，初步估计超过10万字。
医护人员的爱心和匠心， 帮助皓皓闯

过一个个生命的难关。PICU护士长杨娟回
忆，手术后的皓皓身上置有胃管、导尿管等
管路十余处， 每一处管道都要保持通畅，并
要密切观察、及时记录，进行评估分析。刚做
完手术时， 医生给出的医嘱是“48小时制
动”，为了防止压疮，护士们每隔一个小时就
把手掌伸到皓皓的背部、臀部下轻轻按摩。

“10月9日，第一次睁开眼睛；10月19
日， 第一次笑；10月24日， 第一次开口叫
‘妹妹’、‘爸爸’。”皓皓“重生”之后的每个
第一次，儿四科护士长杨图宏如数家珍。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记者 戴勤 通讯员 隆朝
霞 隆清泉）11月1日， 新邵县超额完成了2018年度
《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的征订任务。

据了解，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征订工作开展
以来，新邵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强调党报党刊发
行任务是“硬指标”，要求切实做到“一份不能少”，并
落实好征订责任、征订范围、征订任务，严肃发行纪
律。同时，在落实订阅经费上狠下功夫。各乡镇、纳入
国库统一支付管理单位的订阅经费， 由预算从各单
位公用经费中直接划拨，并由财政继续安排30万元
为村（社区）赠送部分党报党刊。未纳入县财政管理
的单位， 其订阅经费由各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邮政
账户支付。县委组织部还拿出近7万元党费，用于贫
困地区党组织订阅党报党刊。县教育主管部门、各级
各类学校及小学高年级以上班级订阅党报党刊的经
费，从教育事业经费中列支。

湖南日报11月1日讯 （记者 邹仪）11月1日，永
州市召开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会议，永州市
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尤碧要求，各级各部门要
结合实际，主动作为，狠抓落实，按时按量完成好《人
民日报》《湖南日报》等党报党刊的发行任务。

会议强调， 明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的第一年，做好2018年度党报党刊发行工作对于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各级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等要发挥好带头
示范作用，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自费订阅党报党刊。
要发动车站、码头、机场、政务中心以及宾馆酒店等
人流集中的社会公共服务窗口， 订阅一定数量的党
报党刊，为办事群众提供便捷的阅读服务。

刘尤碧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不断创新党报党刊
发行方式，进一步扩大党报党刊覆盖面。有条件的地
方可将重点党报党刊作为公共文化产品， 由财政统
一采购，免费发放给农村贫困地区，以及一些新经济
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可以将党报党刊发行纳入文化
扶贫范畴，鼓励结对帮扶单位帮助、支持帮扶对象订
阅党报党刊。

28人入选
10月“湖南好人”

切实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新邵超额完成
党报党刊征订任务

永州：
创新抓好党报党刊发行

搭乘电商快车
助力精准扶贫
2017年湖南电商扶贫
专项行动在张家界启动 11月1日上午， 长沙市

蓉园路一在建项目工地，几
名外来务工人员终于拿到
了拖欠已久的工资。 今年8
月，雨花区劳动保障监察大
队接到16名外来务工人员
投诉，工地劳务承包方拖欠
他们上半年务工工资46万
余元。 监察大队核实后，责
令承包方依法支付拖欠工
资。当天，所有拖欠工资发
放到位。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帮外来务工
人员讨薪

奇迹！历经42天惊心动魄救治
20楼坠下的男童康复出院了

省住建厅原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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