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住房问题， 关系到千千万万老百姓的
切身利益，关系到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
要更好地实现“住有所居”，两位代表也提
出自己的建议和期盼。

“作为一名普通的建筑工人，我们的工
作就是盖房子。”谢运辉代表说，他和工友
们都希望保障房、 公租房的申请更加简单
方便， 也希望房价不要涨得太快。“我们都
盼着有一天能住进自己盖的房子里， 那就
太好了！”

“要始终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刘素月代表建议，要分类施策、
精准发力，满足不同群体对“住有所居”的
需求。 首先是要加快推进公共租赁住房建
设，可以由政府平台公司先建后租，或通过
出台土地、 财政支持等方面政策鼓励社会
资本参与开发建设，满足创业人员、新就业
高等院校毕业生、 外来务工人员等的租房
需求；其次，在多渠道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同
时要加强管理和服务， 让房子住得更舒心、
更便捷；第三，要继续保持政策刚性，加大调
控力度， 同时多推出限价土地挂牌出让，平
抑房价、保证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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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深夜的城市
有属于您的一盏灯

� � � � 【观点】
文化产业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明程

度、发展水平的象征，反映出一个国家和地
区的文化软实力。要加快文化产业发展，助
推文化强省建设。

【背景】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 提出建设文化强

省的战略目标。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
出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湖南是文化大省，
2017年全省文化和创意产业实现增加值
2196亿元， 同比增长14.9%， 占GDP比重
6.35%，支柱产业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不过， 随着经济转型升级，“文化+”
“互联网+”的深入发展，新兴文化业态迎
来爆发式增长。湖南的文化产业，面临“前
有标兵、后有追兵”的状况。作为湖南文化
产业主力军的8大国有文化产业集团，以传
统产业为主，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同时，
湖南的文化产业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市
场主体大而不强的问题， 省会长沙文化产
业增加值占全省的近一半，全省近4万家文
化企业80%以上为小微企业。

【建议】
加大扶持力度。 把文化产业上升到省

市主要领导抓的层面，拿出扶持政策，在项
目、融资、土地等方面对文化产业给予更大
的支持。

在国有文化企业推进混合所有制改
革，实现社会资本与国有文化资源的融合，
增强国有文化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加快推
进国有文化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管理制
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对核心人才按市场
化方式予以激励，增强发展活力。

大力推进新兴文化业态发展， 尽快占
领新兴业态的制高点。“文化+”“互联网+”
势不可挡，要大力推进新兴业态的发展，抢
占先机，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支持民营文化产业发展。民营文化企业
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在顶层设
计上出台政策和实施意见进行支持。设立民
营文化产业专项基金，采取贴息、补助、奖励
等形式，用于扶持重点民营文化产业项目。

进一步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环境。 优化
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 携手共赢的政
策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税赋环境、市
场环境和舆论环境。 既要引进有影响的企
业，也要关注本土的企业，给予本土企业同
等优惠和待遇。

“最让人振奋的是‘租购并举’政策。”
两位代表都谈到：在加强和完善房地产调
控、遏制投机性需求的同时，强化租购并
举、推进租赁市场发展，更有助于满足居
民多层次的居住需求，也有利于住房市场
的稳定。

刘素月代表坦言， 长期以来，“租”始
终是我国住房市场的短板。与许多发达国
家居民早就将租房视为“合理的选择”不
同，租房对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依然是
“最后的选择”。

例如，市民有购房的偏好，市场也呈
现“重购轻租”的局面；出租房多为分散房
源，社区老旧，租房刚需人群主要是新市
民、年轻人，虽然短期内无购房能力但对
住房品质有要求，这样导致租房群体的租
住体验不够称心。此外，租房者遭遇涨价、
单方面毁约情形， 让原本摇摆在“租”与
“购”之间的群体更坚定了“购”的念头。

租房也可以成为“美好的选择”，政
府部门要如何发力？刘素月代表认为，政
府可通过出台有关租房的法律法规和操
作细则， 从制度保障方面让房客与房东
都更省心、更安心。其次，完善土地、财税
等政策，扶持发展规模化的租赁企业，能
够以更好的居住品质满足不断升级的住
房需求。 再次， 加大力度落实“租购同
权”，让租房者也能更多享受到同等的基
本公共服务。

谢运辉代表说，现在他所在的工地离
家有50多公里，每天回家是件不大不小的
麻烦事。听说有的城市已经开始试点“租
购同权”， 他和同样携带家眷进城的工友
十分期待：“如果租客们能像买房人一样
享受户口落户、 孩子就近上学的便利，我
很愿意在工地附近租房住，既省了来回奔
波的辛苦，又能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主持人：孙敏坚
文稿撰写：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杨柳青

【嘉宾】
省人大代表 刘素月
省人大代表 谢运辉

【报告亮点】
“构建房地产市场长效机制，加快建立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
制度。”

【观点】
美好生活，离不开“住有所居”。住房问

题是老百姓最关心的大事之一。 尤其对于
很多奋斗在梦想城市的人来说， 在深夜的
城市里能有属于自己的一盏灯光， 就可以
温暖、治愈所有的疲累。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党
的十九大报告关于住房问题的阐述掷地有
声。新住房时代如何让更多人实现“住有所
居”的梦想？1月28日，两位代表走进“敏坚
访谈室”，分享观点，畅谈体会。

两会同期声

筑牢文化强省的根基
———代表委员聚焦“推动文化繁荣兴盛”

湖南日报记者 李国斌 何金燕

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湖南，近年来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湖南文化现象”。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增强文化创新创造力。湖南作为文
化大省，如何迈向文化强省？连日来，代表委员们积极建言献策。

傅冠军代表：
加快产业发展 助推文化强省

【观点】
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政

策扶持和资金帮扶力度，充分调动传承人
展示技艺、提高技能、带徒，开展文化交流
和文化传播的积极性。

【背景】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推动文物保护

和利用，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下来的宝
贵财富，是重要的文化资源。在湖南这片
沃土上，老祖宗留下了品类繁多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为后人留存了丰富厚重的“湖
湘记忆”。目前，全省有国家级和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320多项， 国家级和省级非遗
代表性传承人200余人， 但他们年龄普遍
偏大。由于学艺周期长，物质回报低，很难
吸引年轻人主动接棒。一些年老的传承人

有作品、有想法，但缺资金、人才来长期维
护作品展示场所，无法更好地开展非遗项
目的传播和交流。

【建议】
加大对代表性传承人带徒授艺的资

金扶持。鼓励国家级传承人每年带徒3至5
名，省级传承人每年带徒1至2名 ，每个学
艺者由政府补助一定学习生活费用，传承
人每带一个学生由政府补助一定经费作
为工资和传承场所开销。

设立非遗展示传播场所专项扶持资
金 。帮助有丰富传承资料 、有优秀作品留
存的代表性传承人 ， 开办展示传播场所
（工艺馆、艺术馆、展厅等）。每年对考核优
秀的传承展示传播场所给予一定的资金
扶持 ，用于资料作品保护 、展馆日常维护
和文化传播交流活动的开展。

柳建新代表：
激励非遗传承人带徒授艺

【观点】
打造湖湘文化经典传播品牌， 创新传

播形式与内容，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
【背景】
文化“走出去”， 是文化强省的重要举

措，有利于提升湖南的国际影响。政府工作
报告提出，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增强湖湘文
化影响力。湖湘文化作为我国传统地域文化
的典型代表，既彰显深厚的传统文化历史积
淀，又对构建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
独特的当代意义。湖湘文化“走出去”战略，
是我省坚定“文化自信”， 推动传统文化传
承，讲好“湖南故事”，打造有魅力的湖南文
化名片的重大决策。

【建议】
政府引导，抓龙头，立规章，打造湖湘

文化经典传播品牌。 大力研发数字媒介产
品，促进湖湘文化经典的弥散性传播。群众

参与，让湖湘文化经典真正落地生根。
加强湖湘文化经典的学习与教育，凝聚

湖南精神。要建构全省范围内的湖湘文化经
典培训和宣传系统，着力加强相关从业人员
的湖湘文化经典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

加大湖湘文化经典传播产品的市场推
广，构建湖南文化形象。要善于运用市场手
段， 开发系列能够诠释和传播湖湘文化经
典的媒介产品、演艺产品、视听产品和旅游
产品，以“讲故事”的方式加大和加深省外
群众对湖湘文化经典的认知。

创新湖湘文化经典的传播形式与内
容，使湖湘文化经典“走出去”。将湖湘文化
经典的内容片段呈现于工艺品、演艺作品、
影视戏剧作品之中。组建跨文化传播公司，
进行湖湘文化经典的海外市场拓展。 组织
专门化的湖湘文化经典国际交流组织，开
展文化交流活动。

杨雨委员：
打造品牌，推动湖湘文化“走出去”

镜采两会

1月28日， 黄云清代表
（右二） 在分组讨论会上为
推进我省教育制度改革建
言献策。

湖南日报记者 赵持 摄

1月26日，曾旭代表就垃圾分类制度的早日建立与创新垃圾无害化处理方法建言。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让保障性住房
圆更多困难群众

“住房梦”

谢运辉代表是一位一线钢筋工。一方
面， 城市商住房高涨的价格让他望而却
步，另一方面，为了给孩子更好的学习生
活条件，他又很想在城里“住有所居”。

现实的矛盾让他很纠结。 好在近年
来，湖南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出台了
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政策，让以谢运辉为代
表的工友群体备受鼓舞。“相信随着这些
‘民心工程’的不断实施，更多低收入人群
也能圆‘住房梦’。”

近年来，湖南在住房保障工作上持续
发力。去年1月至8月，全省各类棚户区改
造开工建设31.3万套，为国家下达计划的
78.25%，基本建成39.45万套,竣工44.83万
套，完成直接投资1337.76亿元。

“住房既是经济问题，更是民生问题。
政府应为低收入住房困难群体提供住房
保障。” 刘素月代表说。

以她工作的长沙市雨花区为例，为解
决困难群众的安居问题，雨花区加快建设
扩大供给， 已建成5个公租房小区， 共计
5890套公租房，房源占全市总量的2/3。目
前， 全区还有2个公租房项目、3000套房
源在建， 今年还将启动3个优价商品房项
目664套、2个限价商品房项目2080套、1
个人才公寓509套房屋的建设。同时，按需
配套强化保障， 目前已配套落实15394户
群众的住房保障。

“为解决公租房住户群体人员多、管
理难的问题，我们还在长沙最大的公租房
小区粟塘小区进行了改革试点。” 刘素月
代表介绍，这里成立了全市首个公租房独
立社区和“公租房租户自治委员会”，引导
租户民主协商、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并实
行服务外包，将收缴租金、维修房屋、安全
巡查等部分管理事项外包给专业服务公
司负责，让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和获得感在
家门口实现全面升级。

让租房成为
“美好的选择”

“盼望有一天
能住进自己盖的

房子里”

1 2 3

� � � � 1月28日，谢运辉代表（右一）、刘素月代表（右二）接受“敏坚访谈室”采访，围绕住有所居展
开热烈讨论。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制
图/

张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