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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发光发热， 成为我省工业新

兴优势产业链构建主体。如，今年248家小
巨人企业中，有177家企业参与了19条工业
新兴优势产业链的建设，占比达71%；积极
参与世界500强、央企、国企等大型企业的
产业协作配套、技术协同创新等，有131家
企业参与大企业融通发展，占比达53%，形

成具有整体竞争优势的企业集群。
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升专业

化能力和水平。今年2月底，我省启动中小
企业“上云”行动。截至9月底，全省有88412
家中小企业“上云”，企业运行效率提高，市
场竞争力增强。预计全年将突破10万户。

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 推进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平台网络建设和运营， 今年33

个新建县市区平台将完成验收。 举办全省
中小企业服务大会、“创客中国” 湖南省中
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等活动， 为企业搭建
对接、展示平台。连续多年举办全省中小企
业领军人才研修班、 中小企业高级经营管
理人才研修班，深入实施“中小企业银河培
训工程”，提升企业管理人才素质，壮大民
营企业人才队伍。

湖南日报记者 孟姣燕 龙文泱

11月21日， 省政府新闻办在长沙举行湖
南省庆祝改革开放40年第17场新闻发布会，
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了40年来全省文化和旅
游改革发展成就。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锦绣潇湘风光如画。
40年来，文化大餐接踵而来，湖南正从文化大
省向文化强省不断迈进；旅游业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 我省实现了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
产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创作繁荣产业发展，百姓文化
生活显著改善

风靡城乡的广场舞、 精彩纷呈的民俗节
庆、丰富多彩的展演展览、群众自办的各种活
动、 随手可得的网络文化资源……改革开放
以来， 省委、 省政府持续对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文化强省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等方面
作出重大部署，大力推动文化改革发展，人民
文化生活显著改善。

艺术创作成果丰硕。 瞄准出人、出戏、出
精品的目标， 我省文化系统注重现实题材作
品创作、扶持引导、文艺创新，广泛开展重大
主题创作，举办了6届湖南艺术节、湘戏晋京
展演、湖南戏曲春晚、全国花鼓戏展演、全国
草书展等重大艺术活动，《边城》《马陵道》《老
表轶事》3个剧目获得文华大奖，15人获得中
国戏曲最高奖梅花奖， 艺术表演团体从1978
年的141个增至2017年的534个。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 1980
年至2017年， 全省文化事业费从0.25亿元增
至27.8亿元，增长111.2倍；覆盖城乡的5级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数字服务平台基本形
成，新建乡镇综合文化站2082个，60%的村(社
区)建起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文化设施由“有
不有”向“好不好”转变；公共文化服务标准
化、均等化建设加快，文化扶贫力度空前，文
化小康实现程度达98.2%。

文化产业贡献度不断增强。 2017年，全省
文化和创意产业增加值达2196亿元， 占GDP
比重6.35%，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全省规
模以上文化企业突破3100家， 上市企业达8
家。 文化产业与数字技术加速融合，特色文化
产业蓬勃兴起，动漫产业颇有影响，诞生了全
国唯一的卡通动画“中国驰名商标”———蓝
猫。 建成天心文化产业园等国家级文化产业
示范园区（基地）12个、省级文化产业示范园
区（基地）15个。

文化市场更加繁荣健康。“放管服”改革
深入推进， 取消下放了90%的文化市场行政
审批事项，激发了市场活力。 截至2017年，全
省共有文化市场经营单位1.54万个。 文化娱
乐、上网服务行业转型升级加快，行业面貌焕
然一新。

保护传承优秀文化,讲好湖南故事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 留下了许多珍贵文物

和优秀文化。40年来，我省文物保护利用成效显
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明显提升。

目前， 我省查明登记不可移动文物2万余
处、馆藏文物200余万件。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由3处增至183处，位居全国第九位。老司
城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13个项目获评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省级以上文保单位维
修率在60%以上，文物安全状况明显改善。 重点
建设了里耶古城等一批文化遗产园区， 博物馆
（纪念馆）由19家增至147家，文物单位年接待观
众人数增至7000万人次以上。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法〉办法》颁布实施，非遗保护步入法治化
轨道，保护体系初步形成。 目前，我省有国家级
非遗保护项目118个、代表性传承人121人，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作名录》项目4个。 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
保护实验区获批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 非遗传
承实践日趋活跃， 实施了湖湘传统工艺振兴计
划，成功举办了湘鄂赣皖非遗联展，非遗保护逐
渐成为社会自觉、融入现代生活。

把湖南文化送到海外，形成“文化交流与文
化贸易”“走出去与引进来”并重的工作格局，成
功举办“悉尼湖南文化季”“欢乐春节锦绣潇湘”
等重大交流活动，文艺工作者的足迹遍布美国、
英国、法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等90多个国家和
地区。 长沙获得“媒体艺术之都”“东亚文化之
都”称号，入选国家首批文化出口基地。

文化人才队伍的壮大为文化的繁荣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省遵循“突出高层次人
才，兼顾紧缺人才、重点领域人才整体推进”
的原则，加大文化人才培养力度，人才规模壮
大，队伍素质提升。 1989年，全省专业文艺队
伍约5万人， 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792
人；到2016年底，文化艺术从业人员达114573
人，还有近百名国家级文化专家。

旅游业地位不断提升， 旅游
经济总量和效益迈上新台阶

40年来，湖南旅游业发展经历了起步、转
型发展、快速发展和提质发展四个阶段，旅游
业的地位不断提升。

1978年至1990年， 湖南旅游业逐步由接
待型向经济型转变，韶山、南岳、岳阳楼、桃花
源等老景区重新修复完善， 中国第一个国家
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成立。
1990年至2000年， 完成了旅游业从事业型向

经济型的转变。 省委、省政府作
出《关于加快旅游业
发展，建设旅游大省

的决定》。2001年至2011年，省委、省政府明确
旅游支柱产业地位。 2012年5月，出台《关于建
设旅游强省的决定》。 2016年11月，省第十一
次党代会提出，要打造旅游万亿产业，加快以
“锦绣潇湘”为品牌的全域旅游基地建设。

旅游经济总量和效益迈上新台阶。 1988
年， 全省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26.5万人次。
2017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6.69亿人次，比
1988年增长了107倍， 位列全国第六；2017年
实现旅游总收入7172.62亿元，位列全国第八。
2017年我省旅游业增加值2036.21亿元，占
GDP的5.89%,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2.15%。

旅游业有效促进脱贫攻坚战略实施。
2016年，省政府表彰的100个“脱贫攻坚示范
村”中，有32个是旅游扶贫重点村。 主要靠吃
旅游饭的武陵源区、洪江区、茶陵县、桂东县、
宁远县等旅游扶贫重点区县率先脱贫摘帽。

入境旅游市场开拓取得新突破。 2017年，全
省接待入境游客从1988年的6.5万人次增长到
322.68万人次，增长50倍。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
将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作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的重要抓手，加快构建全域旅游开放发展
新格局， 有力促进了我省开放强省建设。 近3年
来， 我省入境旅游强劲增长， 年平均增速为
19.36%，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7个百分点。

旅游业供给体系逐步健全，
“锦绣潇湘”旅游品牌大放异彩

40年来，我省星级饭店、旅行社、A级景区
等旅游产业结构趋向合理化和品牌化。 党的
十八大以来，坚持“旅游+”融合发展战略，旅
游接待设施和条件逐步健全， 旅游产品不断
丰富。 2017年我省在建重点旅游项目428个，
总投资5430.91亿元。

全省旅游产业规模不断扩大。目前，有张家
界、崀山、老司城3处世界遗产；A级景区有393
家， 其中5A级景区9家、4A级100家、3A级252
家；星级饭店407家，其中五星级19家，华天酒店
集团跻身全国酒店企业集团20强，万豪、希尔顿
等一批国际品牌旅游饭店在长沙落户； 共有旅
行社907家，注册导游2.79万人。

上世纪90年代， 湖南在全国率先提出旅
游精品建设工程，连续举办“三节”（张家界国
际森林保护节、岳阳国际龙舟节、长沙浏阳国
际烟花节）“两会”（南岳庙会、 常德桃花源游
园会）“一漂流”（湘西永顺猛洞河漂流），旅游
宣传促销活动精彩纷呈。

本世纪以来， 湖南坚持连续举办16届中国
湖南国际旅游节和9届湖南旅游产业博览会。近
年来，大力实施“锦绣潇湘”旅游品牌建设工程，
推动14个市州树立与“锦绣潇湘”旅游品牌相协
调的旅游形象，开展“锦绣潇湘”旅游品牌新媒
体宣传推广活动。 今年组织到27个国家和地区
开展“锦绣潇湘”走进“一带一路”文化旅游合作
交流系列活动60场次。 我省作为全国唯一省份
入选世界知名旅游指南出版机构《孤独星球》发
布的世界十大物超所值旅行目的地，“锦绣潇
湘”旅游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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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de%LMNOPQRSfg0hi
jklmnE[\op*

qrst: $"" ub6TSv%Hwx
R%yz{|}~��%����}q���
6��u8"���%���A��:���
p:��{|���E��:�����
�0��%�� ¡¢£(E[\¤¥*

a¦§Sv¨3p�%©ª{���§
S«¬*c[\*+®%I¯°y±²³%´
l+�¡µ¶% YDE·¸PR¹º�¡
»a0"0bRSUch¼½S¾�¿^Àj
µ¶Á% Â�Ã©·¸PRÄÅÆ0ÇÈÉ
ÊµËÌÍÎÏ* IYDELM]ÐÊÑ¹
º�¡»!"#$QÒÓ6TRSU./:
ÔÕÖ×ØÁÙ»jÚ6TRSUÀ7.Û
:µ¶ÁÎ* IÜlEa6TRSUSÝÞß
àá²³âcÙa6TRSUÀ7Þßàá

²³âc%~LM # ãäå]Svæç²³%
èéàáâ $%" ê%ëì%¨+Aí¦æç
ÄÅÀ7.Û:A $"$ )%î &!'%%(*

ïÞð½%ñ(ò`* [\óôÖLM
])Ðõ8·¸PRö©ÑÄ%f )*+, À7
.Ûh¼÷°6TRSU./:½Sde
ì%øùúûüýéaþÿ½S!c�"½S
¿ #̂$%�"SÝ&Ëþãÿ'(�"S
Ý)!8�"{|*+8>?,-&.8�"
/01¸2%´3ª(»6"4Õ56Á»78
9:;ÁÙ»<=>??eÁÍ@�"ìA
ò*

BCDE²³%Sv�FFºGaþÿ
½S!c%¨+g0½S)^jH%IëK6
">?,-&.g0J&%AKLëÕ:3
>M%>?NO*aþÿ½S!cPÃ©a·
¸QPRÆþÇ½SÀjËÌÈÉÏc*
[\RST+iQPRa0"0bRSU.
/c½µXËv*

+UV6TRSU:aWXc%[\YK
aZ[\c%]é0��â _`ac* L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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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三湘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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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全省文化事业费从1980年的0.25亿元， 增
加到2017年的27.8亿元， 增长111.2倍。

� � � 2.40年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3
处增至183处， 位居全国第九位 。 博物馆
（纪念馆） 由19家增至147家。

� � � � 3.2017年全省文化和创意产业增加值达
到2196亿元， 占GDP比重6.35%， 成为经
济增长新动能 。 全省规模以上文化企业突破
3100家， 上市企业达8家。

� � � � 4.1988年 ， 全省共接待国内外 游 客
626.5万人次。 2017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
客6.69亿人次， 比1988年增长了107倍，
在全国排名第6位； 2017年实现旅游总收入
7172.62亿元， 在全国排名第8位。 2017
年， 全省接待入境游客从1988年的6.5万人
次增长到322.68万人次， 增长50倍。

� � � � �荨荨（上接1版①）
我省广泛开展重大主题创作， 举办了6届湖

南艺术节、 湘戏晋京展演等重大艺术活动，《边
城》等3个剧目获得文华大奖，15人获得中国戏曲
最高奖梅花奖；1980年至2017年，全省文化事业
费从0.25亿元增至27.8亿元；覆盖城乡的五级公
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 数字服务平台基本形成，
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加快；老司城

遗址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13个项目获评“全
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7年，全省文化和创意产
业增加值达2196亿元，占GDP比重6.35%。

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王超祥
介绍，40年来，我省旅游业的地位不断提升，旅游
经济总量和效益迈上新台阶，入境旅游市场开拓
取得新突破，旅游业供给体系逐步健全，实现了
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产业大省的历史性跨越。
拥有张家界、崀山、老司城3处世界遗产，A级景
区393家，“锦绣潇湘”旅游品牌影响力显著增强。

2017年， 我省接待国内外游客6.69亿人次，
比1988年增长了107倍， 在全国排名第六位；实
现旅游总收入7172.62亿元，在全国排名第八位；
旅游业增加值达2036.21亿元， 占GDP的5.89%，
有效促进了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

我省以建设全域旅游基地为抓手，实施一系
列举措，促进入境旅游增长，全省接待入境游客
人数， 从1988年的6.5万人次增至 2017年的
322.68万人次。

�荨荨（紧接1版②）先后推行了注册资本登记
制度改革、住所（经营场所）登记制度改革、

“先照后证”登记制度改革、“三证合一”“五证
合一”“多证合一”改革、企业简易注销登记制
度改革、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改革、电子营
业执照改革、企业名称自主申报登记管理改
革、“证照分离”改革、压缩企业开办时间改
革、外商投资企业登记管理改革、下放企业
登记权限等12项改革， 有效激发了市场活
力。尤其是私营企业登记注册数量和资本增

长势头强劲， 截至9月底， 全省私营企业达
72.26万户。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为私营企业
创办者提供便利条件， 从去年开始省市场
监管局分别与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 工商
银行湖南省分行、 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等
10家银行签署了“服务企业发展” 全面战
略合作协议， 除了各合作银行网点均可办
理营业执照外， 还在信息互通、 金融服务
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 进一步提升“政

务+金融” 服务水平， 助推私营企业快速
发展。

省市场监管局建设并开通全省小微企
业名录库， 对中央和省级扶持小微企业的
法律、政策、文件进行集中公示，目前，共
298.94万户生成小微企业信息， 为小微企
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为企业开办
提供便利条件的同时， 搭建银行与小微企
业合作平台， 方便银行与小微企业建立长
期稳定的银商合作关系。

制图\李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