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距离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开幕
还有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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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评论员

前不久 ，一组 “进一步做强做优广电和
出版湘军 ”的晨风文章 ，引来全省宣传文化
系统的高强度关注 。这背后 ，有着对当前文
化领域“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
现象的焦虑，更有加快建设文化强省的紧迫
感。

国家综合实力中， 文化是不可或缺的力
量，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
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为新形势下“兴文化”的使命任务指明了前进
方向。

兴文化之“兴”，首先是“兴起”，就是要兴
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 构筑起与经济
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其次是“兴盛”，就
是要推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 满足人民群众
文化生活的新期待。

“文以载道”。兴文化，关键是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必须坚持
党的领导，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正
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讲品位、
讲格调、讲责任，反对泛娱乐化、泛物质化，抵制
低俗、庸俗、媚俗，用健康向上的文艺作品和做
人处事陶冶情操、启迪心智、引领风尚。

如同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
质量发展阶段一样， 我国文化的发展也应由
数量的扩张转向质量的精进。 习近平总书记
对“兴文化”的诸多要求中，“高质量”是一个
关键词 。“把提高质量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
线”“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作品”“推
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
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等等，无不
凝聚着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提高文化创造力
及供给质量的殷切期待。

2017年，我国出版长篇小说9000多部、电
影900多部、各类网络文艺作品200多万部，这
里面有多少是高质量的呢？ 电视频道越来越
多，但可看的电视剧和电视节目却越来越少。
近年来，网络文学异军突起，既有繁荣发展的

一面，也有野蛮生长的一面。网络作品数量虽
多，但其品位和格调、质量和价值一直被人诟
病，其“无脑”“低俗”的评价始终是业界的痛
点。湖南的情况也是如此，平台很优秀 ，内容
不充实；经济效益领先，精品力作匮乏，有“高
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不是一年两年了 。
兴文化，就是要用更丰富、更有营养的精品力
作满足人民群众的新需求， 书写中华民族的
新史诗，闪亮当代中华文化的星空，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决定着“以
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公益文化事业和公
共文化服务水平如何， 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
明程度。进一步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
等化， 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覆盖面和适
用性，才能保证文化发展的每一步，都能给全
体人民带去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枝繁叶茂的“文化之树 ”，需要根植于生
活的沃土，吸吮优秀传统文化的乳汁，沐浴阳
光雨露， 吸纳八面来风。 一株株茁壮成长的
“文化之树”，必将发展为广袤的“文化森林”，
释放出超多的负氧离子，让人们怡情养性，温
润心灵。

兴文化，提高文化创造力和供给质量
———四论肩负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习近平分别同埃、加两国总统会谈
习近平分别会见非洲9国总统 � � � �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黄礼）今年6月底，湖南与埃塞俄比亚
奥罗米亚州正式“牵手”，缔结友好城市关
系。至此，在湖南结交的83对国际“小伙伴”
中，第一对和最新的一对都来自非洲。

1982年，长沙与刚果（布）首都———布
拉柴维尔市缔结友好城市关系， 这是湖南
与外国城市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更是
中国与非洲国家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
近年来， 随着我省对外开放的步伐越来越
坚实，湖南向更多的非洲“小伙伴”发出了
“好友申请”。截至目前，湖南的非洲“朋友
圈”扩大到了8对，其中省级友城2对，分别
是： 湖南与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州（2018
年6月）、 湖南与南非北开普省（2003年9
月）；市级友城6对，分别是：长沙市与刚果
（布）布拉柴维尔市（1982年8月）、株洲市
与南非彼得马里茨堡市（2002年5月）、长

沙市与乌干达恩德培市（2003年4月）、湘
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与南非赞扎巴尼市
（2015年9月）、 湘潭市与坦桑尼亚姆索马
市（2016年5月）、郴州市与南非金伯利市
（2016年9月）。

虽然相隔千山万水， 但湖南与非洲以
友好城市为桥梁，双方交往日益密切，情谊
愈发深厚。以南非北开普省为例，自2003
年正式缔结友好关系以来，两省在经贸、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入，2015年9月，
双方在北开普省首府金伯利举行“友好
活动周”，开展了经贸对接、旅游推介、民
俗文化展演、 友城交流等活动；2016年，
双方签署友好合作协议， 在商贸、 农业、
文化和旅游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不
仅如此，南非还连续4届派员参加在湖南
郴州举行的国际矿博会， 用实际行动为
湖南“打call”。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

湖南第一对与最新一对
国际“小伙伴”均来自非洲

� � � �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贺佳 于振宇）
8月31日至9月1日，受邀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
京峰会的几内亚比绍总统若泽·马里奥·瓦斯
专程来湘考察访问。访问期间，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家毫，省委副书记、省长
许达哲在长沙会见了若泽·马里奥·瓦斯一
行。

几内亚比绍驻华大使马岚·桑布，几内亚
比绍团长礼宾大使路易斯·多明戈斯·卡马
拉·德巴罗斯随团访问；中国驻几内亚比绍大
使金红军，省领导陈向群、谢建辉参加会见或
陪同考察。

会见中，杜家毫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
人民欢迎若泽·马里奥·瓦斯总统一行来湘访
问，并简要介绍了湖南省情。他说，湖南是新
中国缔造者毛泽东主席的家乡， 是传统农业
大省、制造业大省，杂交水稻、工程机械、轨道
交通、电子信息、有色冶炼等产业走在全国前

列。 毛主席家乡人民十分珍视与非洲各国人
民的传统友谊， 长期致力于加强同非洲各国
在经贸、农业、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的交流合作。 特别是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
即将于下周在长沙开幕、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
会也将于明年落户湖南， 这为深化与包括几
内亚比绍在内的非洲各国交流合作提供了良
好平台和广阔空间。 湖南将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 积极鼓励优势企业和农业技术专家赴几
内亚比绍投资兴业、开展水稻种植技术合作，
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 为共
建“一带一路”、共筑中非命运共同体贡献湖
南力量。期待通过总统阁下此次访问，进一步
增进相互了解， 为双方今后的友谊与合作打
下更加坚实的基础。

若泽·马里奥·瓦斯说， 几内亚比绍与中
国牢不可破的友谊，是由“国父”卡布拉尔与
毛泽东主席亲手开创的。 此次访问毛主席的

家乡，就仿佛回到了自己的家里。衷心期待双
方积极推动相关城市加快构建友城关系，不
断加强友好交往，进一步密切在经贸、旅游、
农业特别是水稻种植领域的合作。

在湘期间， 若泽·马里奥·瓦斯一行考察
了湖南省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详细了解杂交
水稻相关情况以及全球引进杂交水稻的分布
情况， 高度赞扬我国杂交水稻为解决世界粮
食危机作出的巨大贡献。若泽·马里奥·瓦斯
就加强几内亚比绍与湖南在农业领域的合
作，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进行了深入交
流，并热忱欢迎专家团队赴几内亚比绍推广
杂交水稻技术，帮助其早日实现粮食自给自
足。

若泽·马里奥·瓦斯一行还考察了橘子洲
生态公园，瞻仰了青年毛泽东雕像，参观毛泽
东青年艺术雕塑展馆，并深入中联重科、三一
重工等企业，了解农机设备生产、应用情况。

几内亚比绍总统若泽·马里奥·瓦斯访湘
杜家毫许达哲会见

湖南日报9月1日讯（记者 颜石敦 通
讯员 梁师孔 刘从武）今天，国务院第十八
督查组组长、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涛率督
查组一行， 在郴州市宜章县督查调研健康
扶贫“一站式”结算推行情况。

宜章是罗霄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
坚重点县，全县现有贫困人口75477人，其
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16450人，占贫困人
口21.8%。为解决贫困人口“看病难、看病
贵”问题，2017年9月，该县运用“大数据”，
在全省率先建立先诊疗后付费健康扶贫
“一站式”结算平台。

督查组深入宜章县人民医院、 梅田镇

中心卫生院等地，检查健康扶贫“一站式”
结算平台运行使用情况， 并察看了梅田镇
龙村公共卫生服务项目。 到医院看病方便
吗？住院要不要先交钱？出院时结算医疗费
还跑不跑多个部门？ 张涛与贫困患者亲切
交流。贫困患者黄某说，现在看病很方便，
住院不用先交钱， 出院时一个窗口就能结
清医疗费，只交个人自付部分即可，就医成
本大幅降低。

督查组对宜章县健康扶贫“一站式”结
算工作充分肯定， 要求进一步总结经验进
行推广，让群众切身感受到“一站式”结算
的便捷、高效。

国务院第十八督查组
在郴州督查

聚焦健康扶贫“一站式”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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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苏莉 通讯员
滕海军）填表、拍照录指纹、审核信息，半个小
时内几项手续办理完毕。 今天上午9时48分，
在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台胞赖佳玟成功
办理全省第一张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手
续。

据悉，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9月1日正式实施。9月1
日起， 符合申领条件的港澳台居民可携带有
效证件和相关材料， 至本人居住地所在区的
受理点申请办理。全省共设置131个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受理、发放窗口。

港澳台居民凭证可享受哪些
权利和基本公共服务

20个工作日后， 赖佳玟就可以领到自己
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了。 她最期待的是以后
出行会更加方便。她告诉记者，以前用的是台
胞证， 在网上订票后还必须到窗口取票才能
进站，“以后凭居住证， 也可以像你们一样刷
证，‘哔’一下就可以通过了。”

荩荩（下转2版①）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开办
全省共设131个受理点

� � � � 9月1日，长沙市公安局天心分局人口与出入境接待大厅，工作人员为港澳台居民办理居住证。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廖声田

如何让旅游“口碑” 配得上绝美“颜
值”？8月30日，张家界市开展“铁腕治旅”
全市总动员， 部署10大重点整治行动，发
布6条承诺，明确6个机制，誓将旅游“金字
招牌”越擦越亮，加快建设诚信友善、和美
品质的国际精品旅游城市。

“以自我革命的精神、 壮士断腕的决
心、凌厉迅猛的攻势，坚决整治旅游市场
乱象。”会上，张家界市委书记虢正贵表示，
要持续深入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的攻
坚战。

坏“招牌”，砸“饭碗”，黑“形象”
“沉疴痼疾”已成为

旅游优质发展的“拦路虎”

众所周知， 旅游业是张家界的主导产
业，既是立市之基，也是强市之本。经过30
年发展， 张家界拥有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

公园、首批世界自然遗产、国家首批5A旅
游景区、世界“张家界地貌”命名地等7块

“金字招牌”，2017年旅游接待已达到7336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24亿元，成为全省
的旅游龙头、国内外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8月9日晚，张家界发生一起涉旅寻衅
滋事事件，市委市政府及时果断处置后，深
刻反思，汲取教训。

张家界30年精心呵护的“金字招牌”
来之不易， 旅游产业已成为170万人民的

“饭碗”，诚信友善、和美品质的国际精品旅
游城市形象正在积累沉淀。千里之堤，毁于
蚁穴。张家界干部群众一致认为，“8·9”事
件拉响了“警报”，蒙上了一层阴影，旅游市
场的“沉疴痼疾”正在坏“招牌”、砸“饭碗”、
黑“形象”，成为旅游优质发展的“拦路虎”。
如不彻底整治， 必然会滋生蔓延甚至酝酿
出更大的问题， 导致国内外旅游市场对张
家界旅游评价的持续走低， 会使旅游形象
大打折扣， 甚至会对旅游产业造成毁灭性
打击。 荩荩（下转2版③）

擦亮“金字招牌”，让“口碑”配得上“颜值”———

张家界：“铁腕治旅”景色新

� � � � 湖南日报9月1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刘玮）我省“技能扶贫”又
见新模式。昨天，在湖南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匠心筑梦、技能扶贫”系列活动启动仪式
上， 面向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孤儿开设
的“青苗班”与面向我省易地扶贫搬迁点适
龄青年开设的“订单培养班”，让人们看到
了孤儿与易地扶贫搬迁户这一特殊群体通
过技能成才立业的希望。

据了解，“青苗班” 是湖南建筑高级技

工学校与自治州开展孤儿技能扶贫合作而
采取的一种技能培训模式， 学费全免的同
时，实施校内结对帮扶，让远离家乡求学的
孤儿在学习、生活、社会交往等方面同步成
长，融入社会。该校去年开设的第一期“青
苗班”，就已通过这种方式接收12名来自自
治州的孤儿，就读建工、造价、建装和设备
等专业。昨天，举行了第二期“青苗班”孤儿
赴校就读开班仪式。

荩荩（下转2版②）

我省推出“技能扶贫”新模式
“青苗班”“订单培养班”成范本

初秋
晚霞美

9月1日
傍晚，长沙市
开福区，美丽
迷人的晚霞
景象。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