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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沙兆华

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
求，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
福安康。近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认真贯彻中央和省委决策
部署，坚持公平正义价值取向，扎
实推进法治湘西建设， 保持了全
州经济社会健康有序发展， 维护
了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局面。 近
日，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
记叶红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
表示。

叶红专表示，近年来，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积极推进司法体
制改革，按照依法推进、依法改革
的原则， 积极稳妥有序推进司法
行政、 涉法涉诉信访、 立案登记
制、警务机制、公安行政管理制、
执法权力运行制等一系列重要改
革， 有效解决了一批执法司法突

出问题， 协调督办了一批有较大
影响的案件， 真正让人民群众在
司法改革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依
法处置化解重大风险挑战。 针对
发展中暴露出来的涉及经济安
全、 社会稳定和群众切身利益乃
至湘西长远发展的突出问题，强
化责任担当， 注重运用法律手段
强力治理、集中化解，依法依规处
置非法集资、矿山整治、凤凰旅游
管理服务新体系、 酒鬼酒公司内
部改革等重大挑战， 实现了转危
为安，化危为机。

创新方式方法， 利用法治手
段化解重点突出矛盾。 针对因精
准扶贫、社会保障、就业安置、征
地补偿、 房地产开发等引发矛盾
纠纷增多的现实情况， 进一步完
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
“三调联动”机制，大力推动“重心
下移、关口前移”，成功化解一批
重点矛盾问题， 筑牢了社会和谐

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大力实施
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出台《关于
加强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工作意
见》，构建了县级指挥中心、乡镇
（街道）分指挥中心、村（社区）工
作站三级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体
系， 全面推进城乡电子防控系统
建设，建立网格化数据库，完善事
项办理机制， 推动职能部门工作
向网格延伸， 为群众排忧解难搭
建了“直通车”，全州基层治理科
学化、法治化水平显著提升。

叶红专认为， 结合党的十九
大精神， 今后， 推进法治湘西建
设应切实解决好损害人民群众利
益的突出问题， 决不允许对群众
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 让普通群
众打不起官司、 滥用权力侵犯群
众合法权益、 执法犯法造成冤假
错案等现象发生。 应注重抓住领
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 认真落实
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

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带头自觉尊
法学法守法用法。 应注重宣传引
导好广大群众这个绝大多数， 广
泛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加强
法治文化建设， 大力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使广大群众成为
社会主义法治崇尚者和自觉遵守
者。 应健全重心下移、 力量下沉
的法治工作机制， 引导全民自觉
守法、 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 解
决问题靠法， 切实维护法律权威
和尊严。 应注重配齐建强高素质
法治队伍这个执法主体， 引导广
大政法干部做到党在心中、 人民
在心中、法在心中、正义在心中。
应重视抓好基层法治队伍建设，
完善基层治理组织体系， 加快推
进乡镇（街道）社会管理服务中心
和社区综合管理服务平台建设，
注重发挥乡镇司法所、派出所、法
庭在依法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中的
“压舱石”作用。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通讯员 秦新才 何吉多

2017东亚文化之都·中国长沙活动年
12月21日晚在长沙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
中心闭幕。 一年间，东亚文化之都犹如一
只点金妙手，开启对外交流的新门，写下
文化引领城市进步的样本。

搭建国际文化名城大舞台
2017年，中国长沙与日本京都、韩国

大邱共同当选“东亚文都”。
这成为长沙市第一张国际性文化名

片。 长沙把握机遇，做好“文化+”大文章，
搭建国际文化名城的大舞台。

“来长沙前，就听说长沙是一座文化
古城。 当真正来到长沙认真欣赏这座城
市，我发自内心地折服于它的悠久历史和
深厚文化。 ”第一次来到长沙的韩国大邱
市市长权泳臻难掩对长沙的喜爱。

在4月18日的开幕式上， 一曲中日韩
三国艺术家演奏的《琴瑟和谐》，既让人听
出了不同的风味，也让人听出了“文化”这
座大舞台上的相融交流。

这一年间，舞台上不曾落幕。“一带一
路” 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在长沙举行；东
亚论坛，东盟、中日韩代表汇聚长沙；创建

“国际美食之都”，举办中国图书馆第十一
次全民阅读论坛……

一系列活动，推动了长沙创建国家中
心城市与国际历史文化名城的进程。 11月
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长沙加入“创
意城市网络”，成为中国首座世界“媒体艺
术之都”城市。

用文化为长沙全球营销
文明因交流而丰富。
10月21日，“东亚文化之都———美美与

共”中日韩书画交流展上，日本京都市著名书
法艺术家白井进说：“在中韩两国文化的不断
影响下，日本文化得到了持续发展。 在京都，
通过交流而衍生出的文化传承至今。 ”

文化交流让民心相通， 政府
合作与民间交流在东亚文都这个
舞台上为中日韩三国人民搭起了
心灵的桥梁。

长沙按照“春·读山、 夏·听
水、秋·亲洲、冬·恋城”四大主题，
相继开展了中日韩青少年文化交
流周、中日韩音乐交流会、中日韩
书画展、湘江国际音乐季、东亚文
化之都·印刷产业博览会等20余
个大型活动。

参与了日本京都市举办的建筑外墙光
雕、东亚祝祭、京都摄影展、东亚文化首脑
会议等活动； 参加了韩国大邱举办的包裹
庆典、 中日韩舞蹈庆典、 三色音乐剧等活
动。长沙与日本京都、韩国大邱互访30多批
次，互访人员超过800人次，分别与京都、大
邱签订了文化交流合作协议。 长沙市精心
创作演出的《水韵丝语》《刘海砍樵》《陶俑
舞》《水墨潇湘》《龙舟竞渡》 等节目深受海
外观众欢迎。

以文铸城，“快乐长沙”的全球营销战
略成效显著，韩国的《中央日报》《每日新
闻》，日本的《产经新闻》《朝日新闻》等境
外主流媒体纷纷聚焦长沙。

文化“朋友圈”越来越大
11月14日，国家文化部与欧盟委员会

教育与文化总司共同主办的“东亚文化之
都”与“欧洲文化之都”合作论坛上，长沙
首次代表“东亚文都”发言。

借力“东亚文化之都”，长沙不仅在东
亚范围内参与共筑文化舞台， 还走得更
远，以城市梦承载中国梦，在更广阔的世
界舞台上，展示文化之美。

因此，长沙也跳出三国三城的小范围
交流，“朋友圈”越来越大。

这一年间，长沙与日本、韩国、荷兰、
塞浦路斯、越南、泰国、缅甸、菲律宾、柬埔
寨、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欧盟教文总司、东
盟秘书处、中日韩合作秘书处、世界中餐
联等国际组织建立了文化联系。

长沙的“文化群”越来越多。 俄罗斯圣彼
得堡交响乐团、法国广播爱乐乐团、纽约林肯
中心爵士乐团等名团名家闪耀星城， 具有湖
湘特色、国际风情的文化活动、项目，为长沙
注入了世界元素，推动了城市的国际化。

长沙的“工作网”也越来越广。 长沙还
与欧洲文化之都、 东盟文化之都开展了文
化交流，与荷兰莱瓦顿、塞浦路斯帕福斯市
等签订了文化交流协议。 由此，长沙的“好
故事”层出不穷、“好声音”传向世界、“好形
象”彰显自信。

文都的魅力市州委书记谈法治
———省委法治办、省司法厅主办

努力提高法治湘西建设水平
———访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书记叶红专

� � � � 12月27日上午，湖南图书馆古籍鉴赏室，观众在参观
曾国藩以及友人的介绍和著述等资料。当天，该馆举办“曾
国藩的朋友圈”主题展览，展出了与曾国藩有书信往来的
43位晚清人物的著述、信札等，展览延续至2018年3月26
日（周二、周六不开放）。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来看看曾国藩的
“朋友圈”

� � � � �荨荨（上接1版）
中欧班列（长沙）以湖南为“掌心”，

“五指”展开延伸到欧洲、俄罗斯、中亚、
中东、东盟。以长沙为支点，架起连接欧
亚和东盟的桥梁，实现“湘品出湘、优品
入湘”， 助力湖南打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长沙至德黑兰首发， 标志着湘欧通道的
掌型结构布局完成关键一步。

通过一年试运行、两年常态化运行，
中欧班列（长沙）实现东（满洲里）、中（二
连浩特）、西（阿拉山口、霍尔果斯）3个通
道齐发， 跻身全国班列第一方阵。2014
年10月至今，累计开行班列320列，进出
口货物26146标箱，总货值13.24亿美元。
其中2017年累计开行166列， 进出口货
物14510标箱，同比增长91.58%。

长沙北铁路口岸已成为中国内陆省
份开通中欧班列线路最多的口岸。 其所
处的金霞经开区，今年1至10月完成外贸
进出口额5.01亿美元；金霞口岸区域（含
保税物流中心、港口、货运北站）进出口
货值45.94亿美元， 占全省进出口额的
26%；征收税款30.39亿元人民币，占全
省进出口征收税款的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