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 特大乌拉圭紫晶洞亮相湖南国际会展中心。 当天， 参展
中国 （长沙）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的全球最大的自然金、 巴西的超大
绿宝石等珍贵宝石抵达长沙。 本报记者 赵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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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夏似飞
田甜 周小雷 通讯员 徐赞军） 今天，
全省民兵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 省委
书记、 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徐守盛强
调， 要在新的起点上加强民兵建设，
推进民兵建设与经济建设融合发展、
双赢发展、 协调发展、 科学发展， 团
结带领全省民兵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防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 广州军区副
司令员王治民中将出席并讲话。

会上， 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陈
肇雄， 省军区司令员黄跃进分别就推
进全省民兵建设转型作了讲话。 省领
导李有新、 戴焕、 陈长寿、 姜英宇出
席。

会议传达了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
进新形势下民兵工作的意见》 和全
国、 广州军区民兵工作会议精神， 研
究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省民
兵建设任务， 并对全省民兵工作先进
单位和先进个人进行了表彰。

徐守盛说， 长期以来， 全省广大
民兵继承弘扬优良传统， 积极踊跃参
建参治， 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巩固
党的执政根基、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抗击重大自然灾
害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全省各级

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兵工作
的意见》 以及全国和广州军区民兵工
作会议精神， 按照“适应国防建设需
要强能力、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贡
献” 的总体要求， 全面推进民兵建设
转型发展。

徐守盛就全省民兵建设工作提出
四点要求：

一要着眼民兵根本职能、 应急力
量建设和工作手段“三个转变”， 推
进民兵建设转型。 理清基本思路， 把
握转变的建设目标， 真正把民兵建设
转到支援保障打胜仗、 应急应战一
体、 适应市场经济环境上来， 走“依
法办民兵、 按市场建民兵” 的新路
子； 要认清形势任务， 把握转的客观
条件和发展趋势， 做到坚持党管武
装、 坚持任务牵引、 坚持质量建设、
坚持改革创新、 坚持军民融合。

二要坚持劳武结合， 推动军民融
合式发展。 要立足民兵双重身份， 推
动劳武良性互动。 正确把握民兵“不
脱离生产” 的本质特征， 统筹谋划和
推动民兵工作、 民兵活动， 促进战斗
力与生产力有机结合、 同步发展。 要
注重把生产岗位作为练兵的重要平

台； 要走军民融合发展路子， 找到最
大公约数。 进一步加强民兵建设的统
筹规划、 宏观管理和市场调节， 整合
资源， 把民兵建设融入到经济社会发
展体系之中； 要发挥民兵复合作用，
有效聚合正能量。 发挥好“五大作
用”， 即： 在打赢未来战争中发挥保
障作用， 在巩固基层政权中发挥支撑
作用， 在促进社会管理中发挥引领作
用， 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突击作
用， 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骨干作
用。

三要注重深入实践， 狠抓各项工
作落实。 要走群众路线，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作
出正确的决策， 为民兵依法履行国
防义务创造条件。 要力戒形式主义，
把部队所需、 地方所能统一起来，
讲求质量效益， 高度重视专武干部
和民兵干部队伍建设。 要坚持勤俭
办事， 把有限的资金资源用到最需
要的地方， 用到民兵战斗力建设上，
用到管长远的工作上。 要健全落实
政策制度， 改进工作指导， 稳步推
进民兵建设转型。

四要围绕依法履职， 形成齐抓共
管合力。 全省各级党委要加强统一领

导， 各级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律赋
予的各项职责， 省军区系统各级军事
机关要主动作为， 兼任军分区 （警备
区）、 人武部第一书记的各级领导干
部要发挥作用， 军地同心， 忠实履
职， 开拓进取， 努力开创湖南民兵事
业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王治民对湖南党管武装和民兵
预备役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 他说，
湖南是中国革命的策源地， 历来具
有开展武装工作的优良传统和文化
底蕴。 近年来， 湖南坚持富国与强
军相统一战略， 自觉把国防动员和
民兵预备役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统筹建设、 同步推进， 探索了
很多成功经验， 受到国务院和军委
的高度评价， 在全国全军都产生了
重大影响。

王治民强调， 要充分认清湖南的
重要战略地位， 切实增强做好民兵预
备役工作的使命感和自觉性。 积极适
应民兵工作改革要求， 大力加强民兵
队伍能力建设， 筑牢思想根基、 夯实
组织基础， 狠抓训练落实， 搞好各项
保障， 在抢险救灾和维护社会稳定中
发挥突击队作用， 在湖南的“四化两
型” 建设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全面推进民兵建设转型发展

全省民兵工作会议召开
徐守盛王治民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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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传新

对外地游客来说， 不到琴岛听
歌， 就不算到过长沙。

“琴岛”， 这个长沙最老的歌厅，
如今已成为全国优秀文化娱乐品牌。
今年5月， 琴岛又将在江西南昌设立

“分号”。 这是继武汉之后， 琴岛在省
外拓展的第二步， 尽早在创业板上市
是董事长余德华的梦想。

“琴岛” 光鲜的背后， 是资本的
助推。 两年前， 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
资基金和湖南琴岛文化娱乐传播有限
公司签署了总投资额为7000万元的投
资协议。 这也是湖南文化旅游产业投
资基金的首个本土重大投资项目。

以“琴岛”为代表的“演艺湘军”和
“广电湘军”、“报业湘军”、“出版湘
军”、“动漫湘军”等已成为文化湖南的
实力象征。“好风凭借力， 送我上青
云”，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东风”，因
为有资本的助推，才飞得更快，飞得更
高。

政府引导资本流向

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投
入。

如何有效地利用金融资本， 实现
文化产业与资本的融合， 不仅是为了
解决发展的瓶颈， 更重要的是推动文
化企业由靠自身积累向借重资本转
变， 实现价值增值和效益增长。

在政策引导和银企对接方面， 湖
南一直在尝试和探索。

2009年初， 省委宣传部和人行长
沙中支组成联合调查组， 对新闻出
版、 广播影视、 文化艺术、 文化休闲
娱乐、 动漫、 印刷六大重点文化产业
进行了全面摸底， 就金融支持文化产
业发展情况进行调研并提出了对策建
议， 得到了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的
肯定。

在调研的基础
上， 省委宣传部、
人行长沙中支联合
省财政厅、 银监局
等单位出台了 《关
于进一步加大金融
支持力度推动文化
产业加快发展的指
导意见》， 从进一
步突出金融支持、
切实加大银行机构
金融服务力度、 大
力推动文化产业直
接融资、 建立健全
配套政策体系四个
方面， 提出了16项
具体措施， 为突破

文化产业融资瓶颈， 增强文化企业发
展后劲， 改善文化发展的金融环境进
行了有益探索。

在“文化强省” 战略的强力推动
下，湖南各金融机构转变观念， 积极
行动， 对文化这一新兴产业表现出浓
厚的兴趣。 部分银行目前已制定了文
化产业的专门信贷政策， 将文化产业
作为朝阳产业重点支持， 在担保条
件、 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 对文化企
业设置有别于工商企业的信用评级模

块， 制定版权质押贷款指引和并购贷
款指引， 为文化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

政府的有力推动， 湖南文化企业
投融资渠道不断拓宽。

省文化厅积极通过文化部“文化
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促成文化
项目融资。 2012年 ,湖南华强文化科
技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湖南省分行
对接,并通过文化部审核推荐,该公司4
个文化旅游类项目获得中国进出口银

行湖南省分行总规模4亿元的国家政
策性贷款。

近年来， 湖南与中国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 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工
商银行、 北京银行等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 授信金额达到1000亿元以上。 在
政府的引导下，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迎
来了一个黄金机遇期， 金融机构及社
会资本开始大量涌向文化产业领域。

资本繁荣文化湘军

资本与文化联姻， 开启了文化湖
南的新时代。

金融的创新和资本的力量推动文
化湘军闯出了一片新天地。

在省政府的积极推动下， 湖南广
播影视集团、 湖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
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等6家大型文化
产业集团陆续组建， 湖南文化产业的
航空母舰已初具规模。

湖南加大对文化企业上市的扶持
鼓励， 主动协调财政、 证监、 金融等
部门， 多次举办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培
训班， 为文化企业上市创造条件。 湖
南先后培育了中国传媒第一股电广传
媒、 中国动漫第一股拓维信息、 中国
出版传媒全产业链第一股中南传媒、
中国民营书业第一股天舟文化。 这些
企业的上市， 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赢
得了市场先机。

通过招商引资， 湖南成立了总额
为30亿元的文化旅游投资基金。 这是
湖南推进金融创新、 加快发展多层次
资本市场的又一重大举措。

资本点亮梦想
———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综述（二）

本报5月12日讯 （记者 李伟
锋） 今天是第五个全国防灾减灾
日， 省地震局组织专家在长沙市
红星商业广场开展地震灾害避险
知识宣传。

现场摆放的20多块地震科普
展板， 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 引
得过往市民纷纷驻足观看； 各类
防灾减灾应急知识手册更是抢手。

在红星水果市场经商的徐明先生，
特意带着正读小学三年级的小孩
来看展板， 小朋友看得很认真，
还不时向地震局工作人员询问有
关知识。

省地震局高级工程师欧阳承
新现场介绍， 我省历史上曾有强
震活动， 近几年小震活动时有发
生。 （下转7版②）

近年来， 全省各级各单位认
真贯彻党中央、 国务院和中央军
委关于民兵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
策， 积极适应形势任务的发展变
化， 围绕全省工作大局， 狠抓工
作落实， 民兵工作取得了显著成
绩。 广大民兵在应对自然灾害、
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中发挥独特优势， 作出了重要
贡献， 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 为鼓励先进， 树立榜
样， 进一步推动民兵工作科学发
展， 经省委、 省人民政府、 省军
区同意， 决定对湖南农业大学人
民武装部等14个民兵工作先进单

位， 邓江南等14名民兵工作先进
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再
接再厉， 再创佳绩。 全省各级各
单位要以先进为榜样， 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以邓小
平理论、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紧紧围绕国
防和军队建设主题主线， 开拓进
取、 真抓实干， 全面推动民兵建
设转型发展， 为科学发展、 富民
强省，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全省民兵工作先进单位和
先进个人名单见3版）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曹娴）
今天，中国（长沙）国际矿物宝石博
览会的参展商之一、 全球矿物界
知名企业英美公司 （Kristella�
and� Crystal� Classics） 的 总 裁
Wayne� C.Leicht， 在长沙向记者
展示了此次参展的“宝贝”： 熠熠
生辉的自然金、 色泽浓郁的绿柱
石、 晶莹剔透的海蓝宝石。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重达2.4公斤的世
界顶级自然金， 将在16日开幕的
矿博会上亮出它的全球首秀。

自然金是自然产生的金元素
矿物， 也就是在自然界天然存在
的金块。 自然金可以是树枝状、
粒状、 片状、 块状等。 有的因形

状酷似狗的头形， 民间俗称“狗
头金”。

据Wayne介绍， 这块2.4公斤
的自然金比目前英国博物馆、 日
本博物馆的自然金藏品都要大，
是去年12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发现的， 生长在一块石英石上。

之所以将最珍贵藏品的全球
首次亮相选择在此次矿博会上，
Wayne表示 ， 中国人很喜欢黄
金， 黄金拥有广泛的市场。 而且
此次矿博会是他所参加过的规模
最大的矿物宝石展览会。

目前， 英美公司已有约1000
件展品运抵长沙， 还有部分展品
仍在运输途中。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湖南省军区司令部 湖南省军区政治部

关于表彰全省民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2013年5月10日，不另行文）

重2.4公斤
世界顶级自然金将在长首秀

全省建成169所防震减灾科普学校
地震观测台站30多个，宏观观测点300多个

地震知识科普馆将面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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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7版①）

2012年11月22日晚，由美国SYOTOS乐队、卡纳维尔舞蹈团、JZ爵士大乐
团等团队出演的“畅想梅溪湖，星城蓝调夜”文艺晚会在长沙举行。（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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