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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子军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
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向世界宣示了中
国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坚定立场， 展现了
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坚实步伐， 传递出中
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前景看好的坚强信心 ，赢
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与
高度评价。

当前，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
化思潮暗流涌动， 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了诸
多不确定性因素， 也使不少国家对未来经济
走势感到迷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球
最重要的市场之一， 中国坚定开放合作的宣
示与务实举措， 为经济全球化向前推进注入
了强劲动力。“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而不是
一个小池塘。”习近平主席的讲话 ，展示出中

国经济的坚实底气和坚定信心， 顺应了世界
经济发展的潮流和大势， 契合了国际社会的
主流意愿和共同期待。

中国用实际行动落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承诺， 赢得国际社会高度信赖。“让各国人
民共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成果 。”
“中国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
略。”中国不仅一再向世界作出开放的大门只
会越开越大的响亮承诺， 举办首届国际进口
博览会， 本身便向世界展示了其对全球化的
承诺。这一扩大开放的伟大创举史无前例，彰
显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同行、 共创美好未
来的胸襟与担当。

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实现高质
量发展 ， 给世界经济吃下了定心丸 。“过去
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
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加开

放的条件下进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大家
完全可以抱着乐观态度。”改革开放40年，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性成就 ，特
别是近些年来中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的 “主
引擎 ”和“稳定锚”。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深入推
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释放出
的强劲动能不仅使中国经济“稳”增长信心十
足，而且大大提升了世界经济的信心。

“40年，世界走进中国；40年，中国走向世
界；中国好，世界才更好！”在改革开放40周年
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国际人士普遍誉之为“中国对外开放
里程碑”。以更开放的胸襟 ，打造全球市场开
放新高地， 携手世界构建更加融通共赢的全
球经贸新格局， 中国的担当和作为必将为世
界经济增长注入更强动能， 发挥出更加积极
的作用。

何淼玲

近日， 攸县纪委监委通报数起党员干
部组织或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的典型案
例———2015年10月， 为给当地煤矿安全生
产祈福， 时任攸县黄丰桥镇人民政府镇长
罗立平，组织安监站 、党政办等14人赴庙
宇朝拜祈福；2016年5月15日，为确保高考
顺利 、提高二本上线率 ，时任攸县第四中
学校长周祖文组织高三年级、初三年级班
主任等17人到庙宇焚香祈福；2017年12月，
攸县自来水公司经理聂平平安排该公司
常务副经理刘卫平组织 “捉鬼祭祀 ”封建
迷信活动。

不信马列信鬼神。 基层党政干部带头
赴庙宇朝拜，荒唐可笑的背后，凸显的是政
治信仰的缺失和唯物主义立场的改变。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
皇帝”。一曲《国际歌》，唱响全世界，给千千
万万共产党人注入信仰的灵魂。 中国共产
党人正是把命运交给自己，不怕牺牲、不畏
艰险、不懈奋斗，才带领亿万中华儿女站起
来、富起来、强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
指出，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我们全体党员必

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要
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入
党时曾面对鲜红的党旗宣誓信仰共产主
义、永不叛党。因此，党员必须“在党言党”，
言行上、思想上、灵魂里不能违背党的宗旨
信仰，否则，就是背叛。但总有一些党员领
导干部不信马列信鬼神，烧香拜佛者有之，
求仙问卦者有之， 有的甚至把佛龛神像供
到了办公室，这是信仰上典型的“两面人”。
党的事业绝不能交到这种人手里。 事实也
一再证明，鬼神是靠不住的。“大师”王林曾
给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一块靠山石， 说可
保他官运长久一辈子不倒，最后刘志军被判
无期徒刑。 原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林国
悌、 原湖南省建工集团副总经理蒋艳萍，都
曾在湖南省纪委对他们采取调查措施之前，
跑到南岳衡山问计于神灵，结果可想而知。

信仰之事，可谓大矣。党员干部之有信
仰，犹如树木之有根本。其根不植，树难参
天；信仰不坚，终究背党。一棵树的倒下，是
先从根烂起的；一个党员干部的垮掉，则先
从信仰蜕变开始。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
上。加强党员干部信仰建设，大力植“根”铸
“魂”，仍然是一个必须长期坚持的课题。

张淳艺

“6000多首歌从KTV下架 ？”这一消息
11月5日登上微博热搜。该公告是由中国音
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发布的， 要求KTV
终端生产管理商和卡拉OK经营者在今年
10月31日前实施， 总共涉及6609部音乐电
视作品，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在我国音像著
作权保护领域还前所未有。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 由于KTV经
营者版权意识薄弱，卡拉OK行业成为侵犯
著作权的重灾区。近年来，随着版权法律法
规知识的宣传普及， 向权利人支付版权使
用费逐渐成为KTV行业的共识。 尤其2008
年音集协成立后， 积极代表音乐电视及音
乐作品权利人进行维权，终结了卡拉OK经
营者多年以来的“免费午餐”。

不过，仍有一些KTV经营者心存侥幸，
继续使用未经授权歌曲从事商业经营活
动 。前不久，著名创作歌手叶佳修针对海
南16家KTV擅自使用自己的《外婆的澎湖
湾》 等44首歌曲提起诉讼，16家KTV被判
赔24万元。

同时， 少数经营者对于版权保护存在
认知误区， 以为只要成为音集协的会员并

缴纳著作权许可使用费，就可以一劳永逸、
高枕无忧。事实上，音集协只能代表自身的
会员， 以及受委托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
会员，就所授权的作品发放许可，非音集协
或音著协管理的作品并不在许可范围内。
对于这部分作品来说， 如果未经权利人单
独授权，KTV使用依然构成侵权行为。

此次公告要求下架的6000多首音乐电
视作品， 权利人均非音集协会员。 这一举
措， 是音集协依法行使著作权集体管理职
责的体现， 有助于从源头杜绝版权侵权现
象，加强音像作品著作权保护。对于KTV生
产商和经营者来说，6000多首歌曲下架与
其说是硬性要求，不如说是善意提醒，告知
存在的法律风险，敦促其自觉恪守法律，主
动停止侵权。

此外，主动要求KTV下架未授权歌曲，
也充分展现了音集协作为音像权利人 “娘
家”的角色，有利于赢得广大音像组织和音
乐人的支持和信任。目前，我国共有KTV企
业2万多家，音像权利人维权全靠单打独斗
显然是不现实的。加入音集协的大家庭，对
于音乐作品进行集体管理， 既可以保障自
身的著作财产权价值， 又能让自己的作品
通过KTV广为传唱，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推动开放合作提振世界经济信心 赴庙宇朝拜的背后是信仰缺失

六千多首歌曲KTV下架
倒逼版权保护

苟立锋

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离世、英雄联盟决赛IG
夺冠，本不相干的两件事却相继引爆社交媒体。
追思怀念也好，终圆梦想也罢，网络世界流量潮
涌，承载的是几代人满满的青春回忆。不过，今
天融入华人血液的武侠“江湖”、为国争光的电
子竞技也曾备受质疑、一路负重前行。

如今忆起金庸， 弥漫人们心中的必定是
那股激荡天地间的侠义正气，可在30多年前，
他的作品初到内地时，遭遇的却是“冰火两重
天”的际遇。一方面，在年轻人中广为传阅惊
为奇书，一时洛阳纸贵；另一方面，则被家长、
老师们斥之为“戕害青少年的毒草 ”，甚至引

导早恋、 教唆斗殴的帽子也被扣在武侠小说
的头上。

电子竞技的发展亦是如此。 据高盛集团
近期发布的最新全球电竞报告，预计到2022年
全球电竞产业的整体收入规模将会达到29.6亿
美元， 该产业的五年复合增长率约为35%。在
我国， 尽管早已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体
育竞赛项目，可在许多人眼中，电子竞技不过
是网络游戏换个叫法， 引诱青少年沉溺网络
的“原罪论”依然甚嚣尘上。

站在二者短暂交汇的“十字路口”，不禁令
人感叹连连：金庸悄然离去之后，留给华语世界
的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读者”的文学经
典； 而中国战队拿下首个S赛冠军奖杯之际，风

生水起的电竞行业也早就成为新的经济引擎。
充满曲折的发展历程， 渐入佳境的发展

趋势，都让这份回忆甘甜中略带苦涩。同时也
再次提醒我们，对于年轻人的“喜欢 ”不妨多
些包容与理解。诚然，青少年或许难抵诱惑 ，
或许叛逆疯狂， 但也是他们对周遭世界好奇
心最重、探索欲最强。走弯路、入歧途在所难
免，父母师长的担心忧虑也情有可原，但与一
味粗暴干预相比，包容、理解、引导他们，似乎
效果更好。

其实，又何止武侠小说、电子竞技在负重
前行。回顾历史长河，我们会发现不少英杰年
少的“喜欢”最初被认为是“瞎折腾 ”，但最终
却塑造了我们今天的生活。 我们呼吁对年轻
人的“喜欢”多些包容，是因为我们相信“年轻
便意味着无限可能”， 甚至一次赞许的目光，
便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开端。

对年轻人多些包容又何妨

提升塑胶跑道标准，善莫大焉
前不久，由教育部相关部门起草的塑胶跑道建设新国

标从11月1日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施行， 将为广大中小
学师生的健康运动保驾护航。

对比新旧国标可以发现，首先是用强制性标准替代了
原先的推荐性标准 ，彰显了法规的强制性 、规范性 、严肃
性；其次是增加了物理性能、无机填料含量要求、防滑胶粒
高聚物含量等诸多要求；其三，教育部要求落实政府有关
部门、学校作为采购者、监督者、使用者的主体责任。可以
说，在每一关键环节都划出了红线。

校园不仅是教书育人的“美丽花园”，更是担负民族未
来与期望的载体。让塑胶跑道新国标为学生拧紧健康安全
闸，并以此为原点，向全社会基础文化设施辐射发散，建设
健康中国，善莫大焉。 文/斯涵涵 图/朱慧卿

新闻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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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勇
通讯员 何志高 周建梅

11月6日，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在长沙通报，
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公安局挂牌督办的
“4·26”特大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及其制品案告破： 共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
129名，收缴穿山甲216只、穿山甲鳞片66公斤、
藏羚羊角20只、 其它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一批，
扣押赃款1800多万元，一举摧毁了一个由境外
走私到广西，由广西运输至广州市，再由广州市
向全国分销的穿山甲非法贸易网络。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局长周国生介绍，这
是目前为止全国森林公安机关抓获人员最
多、 查证非法交易的穿山甲数量最大的野生
动物案件， 彰显了森林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破
坏环境资源犯罪的坚强决心。

日常工作中发现线索
2017年初，湖南省森林公安局刑侦支队民

警在日常工作中发现， 郴州市北湖区的谢某等
人有向餐馆、酒店非法出售穿山甲牟利的嫌疑。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随即指定新邵县森林公安局

成立专案组展开侦查（代号“4·26”案件）。
新邵县森林公安局“4·26”专案组经过近

8个月的侦查，发现谢某等人出售的穿山甲来
自广州市从事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王某，王
某出售的穿山甲来自广西防城港市的苏某，
而苏某出售的穿山甲来自于境外。

国家森林公安局接到湖南省森林公安局
的报告后，立即将此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并指
定将与此案有关联、 发生在其他省市区的系列
案件，一并交由湖南省森林公安机关管辖。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立即将广西防城港
市苏某等人非法收购、出售珍贵、濒危野生
动物的案件，指定交由石门县森林公安局立
案侦查。

在湖南省公安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
厅、广州市公安局等单位全力支持下，湖南省
森林公安机关对此案进行了深度侦查。

侦查行程累计达200万公里
参战民警夜以继日、加班加点，通过一年

多的摸排， 终于排查出一个庞大的跨国穿山
甲非法贸易网络： 穿山甲由境外走私进入广
西防城港以后，苏某等人作为一级批发商，将
穿山甲批发给广州王某等人； 王某等人加价
以后销售给包括郴州市谢某等人在内的其他
省市区的三级批发商。 整个交易网络达七个
层级，犯罪嫌疑人多达200余人，分工明确，呈
现出团伙化、智能化、职业化的特点。

收网时机成熟后， 湖南省森林公安局立
即下达指令，200多名森林公安民警在湖南、
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海南等地同时展开抓
捕，谢某文、谢某强、谢某进、谢某凤、苏某河、
王某增及正在进行交易的“保货仔”等人被现
场抓获，当场收缴穿山甲35只及大批“三有”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野生动物。
随后， 民警根据掌握的线索， 先后到湖

南、河南、广东、海南、福建、广西等省区对苏
某河、王某增等人的下家实施抓捕，行程累计
达200万公里。

截至目前，该案已经刑事拘留129人，逮捕
25人，还有32名犯罪嫌疑人被网上追逃。

一只穿山甲可保护250亩森林
在通报会现场，记者见到了此案缴

获的一批穿山甲死体， 有的蜷成圆形，
有的被肮脏的白色塑料袋层层包裹，让
人心疼。据了解，这些死体及其它野生
动物制品都将按法律规定处理。对缴获
的活体穿山甲，省林业局正全力抢救。

穿山甲是极度濒危级哺乳动物，以
蚂蚁为食，主要生活在亚洲和非洲大陆。

省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专家介绍， 一只成年
穿山甲的胃，最多可以容纳500克白蚁；在250
亩林地中，只要有一只成年穿山甲，白蚁就不
会对森林造成危害，可见穿山甲在保护森林、
堤坝，维护生态平衡等方面有很大作用。

根据《刑法》第341条规定，非法猎捕、杀害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或者非
法收购、运输、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
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
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10年以
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10
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湖南破获全国最大的穿山甲案
收缴穿山甲216只、穿山甲鳞片66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