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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在长沙开幕
还有3天

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

湖南日报评论员

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
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也大幅提
升。但客观来说，中国故事、中国密码，还不广
为世人所知；我们的国际形象，与自身实力和
对世界的贡献还不相称； 国际舆论场上 “挨
骂”的状况，有所扭转，还没有根本性解决。

“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
化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
作会议上为新形势下“展形象”指明了方向。

加强国际传播，首先要有“走出去”的自
信， 有泱泱大国的胸怀和气魄。《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风行全球，被外国政要赞誉为“给了
解一位领袖、 一个国家和一个几千年的文明
打开了一扇清晰而深刻的窗口”，这是最好的
“展形象”。

当前，世界上误解中国的人很多，抹黑中
国的也不少，更有国家与我们既打贸易战又打
舆论战。讲好中国故事，重点是讲好中国共产

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管用的
故事，理直气壮发出中国声音，阐述中国主张。

一个精妙的故事，胜过一堆空泛的说教。
“近者悦，远者来”。毛主席、周总理、习总书记，
都是以巨大的人格魅力和高超的语言能力广
交朋友、化敌为友的典范。塑造良好的国家形
象， 让国际社会更多人把中国当朋友而不是
敌人、把中国的发展当机遇而不是威胁，需要
包括媒体在内的宣传思想工作者， 提高讲好
中国故事的水平、能力。既旗帜鲜明亮出中国
的立场、观点，又善于用各国受众喜闻乐见的
话语方式进行宣传， 就能有效避免 “鸡同鸭
讲”的情况，改变对外传播“冷场”“硬着陆”的
状况。

传播中国文化，不能停留在舞个狮子、包
个饺子、耍套功夫上。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
中华民族的深沉情怀，更值得挖掘、传播。前
不久，外国学者一篇新解“女娲补天”“夸父追
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 等神话传说的推
文，给我们很多启迪。展现中国形象，就要深
耕中华文明这一座“富矿”，把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 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
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展现国家形象， 还需善借别人之口来讲
中国故事。韩国KBS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超
级中国》，收视率高达10%；美国 《国家地理 》
的纪录片 《鸟瞰中国 》、英国BBC的 《中国新
年》， 让不少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壮丽山川、厚
重文化与当下现实有了切身感受……借力发
力，往往能收获意料不到的效果。

国家的整体形象与局部形象密不可分。
推介好湖湘文化，讲好湖南故事，让世界看到
一个富饶美丽幸福的新湖南， 也是展示中国
形象拼图中的重要一块。 这些年，“湖南文化
周”锲而不舍推介湖南文化，“蒙达尔纪”纪念
馆增进中法友谊，“汉语桥” 搭建沟通中外青
年的桥梁，“我是歌手” 声名远播中亚、 东南
亚，湖湘艺术、美食频频走出国门……既走出
去又请进来，湖南的对外传播做得有声有色。
面向未来，应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完善国际传
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和运行机制，汇聚
更多资源力量，将湖南故事讲得更精彩，将湖
南形象展示得更充分。

湖南日报9月2日讯（记者 贺佳)今天上
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下塞湖整治情况的重要批示精
神， 听取洞庭湖区矮围网围专项巡查督办情
况汇报，部署下阶段有关工作。省委书记杜家毫
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
志先后两次就洞庭湖下塞湖矮围整治作出
批示，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生态环保问题的
高度重视和加强作风建设的坚定决心， 体现
了对湖南工作的关心和重视。 在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下，湖南各级各有关部门深刻反思、迅
速行动、举一反三，至6月20日，下塞湖矮围、
节制闸及其附属建筑物彻底拆除到位， 实现
与洞庭湖外湖全面贯通; 同时以下塞湖矮围
整治为标准， 全面开展洞庭湖矮围网围清理
整治行动， 并成立专项巡查督办组进行全方
位、 全覆盖专项巡查督办; 由省纪委监委牵
头， 依法依规严查下塞湖矮围涉嫌违纪违法
的相关人和事，严查背后的利益链和保护伞，

严查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问责。
会议指出，下塞湖矮围暴露出的问题，说

到底是政治站位不高、工作作风不实、执法监
督不力、责任担当不够，是一次深刻的教训和
警醒。矮围整治的过程充分说明，党中央的坚
强领导，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指引，是
我们整治生态环保领域“老大难”问题的定海
神针; 必须敢于正视问题、 动真碰硬解决问
题，发扬一抓到底的作风，真正在解决问题
过程中实现认识再提高、作风大转变 ;必须
从践行“四个意识”、坚定“两个维护”、做到
“三个坚决”的高度，抓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
署的落地落实，决不能讲客观、谈条件、搞变
通、作选择 ;必须从政治上、大局上、战略上
认识和把握生态环保问题，进一步提高政治
站位，打破各种利益藩篱，为长远可持续发
展积蓄后劲，更好顺应和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态的期盼。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自我加

压、主动作为，真正把“四个意识”“两个维
护”“三个坚决” 体现到各项具体工作之中，
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穿于打好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全过程，始终坚持新发展理念和
正确政绩观，继续抓好中央环保督查问题整
改， 举一反三抓好其他生态环境问题整治，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要立
足抓早抓小，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日常执法监
管和督促检查，及早发现问题，把问题解决
在萌芽状态 ;对采砂、采矿等领域类似的沉
疴宿疾，要加大工作力度，加强部门联动，形
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坚持扫黑反腐同步
推进，坚决打破问题背后的关系网、利益链
和保护伞，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要以此次整
改查处为推动， 进一步压紧压实河长制湖长
制以及生态环保属地领导责任、 部门监管责
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一湖四水”治理长
效机制， 凝聚打好三大攻坚战特别是污染防
治攻坚战的强大合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听取洞庭湖区矮围网围
专项巡查督办情况汇报

杜家毫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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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形象，让世界倾听中国声音
———五论肩负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左丹 通讯
员 辛业芸） 今天，2018年超级杂交水稻高
产示范项目现场观摩会在云南个旧市举行。
经湖南省科技厅组织专家对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高原育繁示范分中心（简称
“高原分中心”） 位于云南个旧市的超级杂交
水稻百亩示范片进行现场测产验收显示，该
百亩片平均亩产达1152.3公斤， 创超级杂交
水稻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新高。

高原分中心“超级杂交稻个旧示范基
地”位于个旧市大屯镇新瓦房村，示范面积
101亩。这里海拔1287米，年平均气温20摄
氏度，年降雨量700至900毫米。该基地参与
了袁隆平院士第三期至第五期超级杂交稻
的高产攻关项目，每年产量均有新突破。尤
其是2015年百亩片平均亩产1067.5公斤，

率先完成了袁隆平院士第五期高产攻关项
目的预期目标， 创当时全国乃至世界百亩
连片种植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的最高纪
录；2016年，平均每亩1088公斤，再次刷新
百亩连片种植超级杂交稻平均亩产的最高
纪录。2017年， 在长时间连续阴雨的情况
下，仍取得百亩片平均亩产1073.5公斤的成
绩， 实现连续三年百亩示范片产量突破16
吨/公顷的高产攻关目标。

2018年， 高原分中心在该基地连片种
植了101亩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选育的
杂交稻“超优千号”。该百亩片以“精确定量
栽培原理和技术”为指导种植，于2018年3
月23日播种，4月20日至22日移栽，数月来，
示范片长势均衡，穗大粒多，结实率高，无主
要病害。 荩荩（下转2版②）

1152.3公斤
超级稻百亩片平均亩产再创新高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徐德荣 见
习记者 唐曦 成俊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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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衡阳市督查调研承接产业转
移情况。

督查组一行首先来到衡阳市白沙洲工
业园，对湖南华菱汽车、富士康和湖南新融
创科技等3家公司进行调研，详细了解了企
业的发展情况与前景。 张涛耐心询问企业
现阶段发展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并给出意
见和建议。

随后， 督查组一行又来到位于衡阳市
松木经开区的大合新材料公司， 一一察看
产品生产线、炉温控制室、废水车间等，并
就衡阳市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招商引资和

人才引进政策等与企业负责人交流。 调研
过程中， 督查组对建滔化工从化工产业转
移到电子材料制造生产的做法表示赞赏，
并对该企业“吃掉”化工废物的绿色发展模
式表示肯定。

在比亚迪轨道交通智能制造产业园
项目现场，建设一片火热。据介绍，该项
目还将带动比亚迪在深圳的其他产业在
需外迁、扩能或调整布局的情况下，优先
选择衡阳作为产业承接地。 张涛说，“链
式承接”很好，可以提升产业集聚和辐射
效应。

督查组对衡阳市承接产业转移工作充
分肯定，鼓励衡阳深挖优势特色，总结推广
经验，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务院第十八督查组
在衡阳督查

聚焦承接产业转移情况

9月2日下午，长沙市城区晴空万里，云朵在空中如魔术般千变万化，呈现各种奇幻“造型”，与“山水洲城”构成一幅
幅景色怡人的美丽画卷。 湖南日报记者 郭立亮 摄幻彩云天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孙敏坚 通
讯员 黄礼）第四届对非投资论坛将于9月6日
在长沙举行， 这是我省连续第四年举办大型
对非经贸活动。“让更多非洲人熟悉湖南，让
更多‘湘字号’扎根非洲，我们一直在努力。”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副主任叶劲松说。

近年来，湖南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并将目光投向商机无限的非洲大陆。为此，
我省外事、商务等部门加强与金融机构、各
驻华使馆、国际机构联系，积极搭建湖南同
非洲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在2015年、2016
年和2017年分别举办了“非洲国家驻华使
节湖南行”“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作暨工
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和“湖南-非洲地
方产业合作对接会”，为“湘企入非”“湘非合
作”铺路搭桥。

在2015年举行的“非洲国家驻华使节
湖南行”中，湖南邀请了阿尔及利亚、安哥
拉、贝宁、中非等36个国家60多位外交使节
来湘访问， 在展现湖南对外开放新形象的
同时，有效推进了湖南与非洲在农机、农产
品加工、汽车及零部件、工程机械、轻工服
装、食品加工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2016年举行的“湖南·非洲国际产能合
作暨工商企业跨境撮合对接会” 吸引了18
位部级官员和驻华大使、170多位外国政府
官员和企业家代表来湘，签订了“埃塞俄比
亚·湖南工业园”等一批对非合作重点项目，
另有31个重点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涉及金
额40亿美元， 在中外企业跨境撮合中，175
对中外客户签订了合作意向备忘录， 涉及
金额8.25亿美元。 荩荩（下转2版①）

让更多非洲人熟悉湖南，让更多“湘字号”扎根非洲

湖南连续四年
举办大型对非经贸活动

■湖南省第十三届运动会今日在衡阳开幕，本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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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开幕式将于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将进行现场直播，中央重点
新闻网站将作实时报道。

习近平将出席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湖南日报9月2日讯 （记者 胡信松）今
天， 在2018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上，中
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中
国企业500强” 名单。 湖南共有7家企业上
榜，其中华菱钢铁、湖南建工挺进200强。

“2018中国企业500强”入围门槛首次

突破300亿元大关，实现了16连升； 营业收
入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数量达172家，比上
年的157家大幅增加了15家；前三甲是国家
电网、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北京、山东、江
苏的500强企业数量列前三位。

荩荩（下转2版③）

7家湘企上榜“中国企业500强”
华菱钢铁、湖南建工挺进200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