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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人先 打造“移动生活之都”

微议

来论 “奇葩祭品”有污祭祀的“清明” 及时语

2016年移动互联网岳麓峰
会于3月31日至4月1日在长沙
举行，主题为“移动生活，于斯
为盛”。据介绍，移动互联网大
咖及知名企业家200多人将云
集本次峰会， 峰会包括一个开
幕式、六大主题活动等，其中手
机能量柱、万人开启移动互联、
人机对话等令人期待。 产业集
群的扩大让一年一度的岳麓峰
会更引业界关注。（本报今日
A06�版）

岳麓峰会今年的主题耐人
寻味， 难免让人联想到岳麓山
下岳麓书院那副悬挂了200余

年的对联： 惟楚有材， 于斯为
盛。此联气势豪迈，意境深远，
晚清以来， 湖南人一直以此为
傲，成为湖南标准的广告语。由
此可窥见本届移动互联网岳麓
峰会主办方的雄心壮志， 在互
联网+时代，湖南将不再“温良
恭俭让”， 而是敢于挺立潮头，
勇当时代先锋。

湖南确实是一个人才辈出
的地方。中国近代史，半部由湘
人写就。今天，中部崛起更需要
湖南不拘一格降人才，湖南人从
来就不缺少心胸和气度，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湖南人更应发扬湖

湘精神，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机
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湖南抓
住了机遇， 早在互联网+风口形
成之初，长沙就依托中央和全省
规划，致力于打造“移动生活之
都”，并出台了系列政策措施。据
媒体报道，今年以来高新区共引
进移动互联网企业310多家，长
沙移动互联网企业总数也由此
突破2000家。 营业收入超300亿
元，从业人员超4万人。

互联网+正在改变我们的生
活。移动互联网岳麓峰会，同样
会影响并提升我们的生活。长沙
打造“移动生活之都”，显然信心

满满，如以58到家为龙头的创新
传统家政服务模式，以拓维信息
为龙头的培训教育体系，以喜鹊
筑家、远大美宅为龙头的家居家
装模式，以中移支付为龙头的移
动电子商务系统，以中清龙图为
龙头的文化娱乐产业，重点龙头
企业重点帮扶，重点突破，形成
亮点，加上“长沙工业云”的稳步
建设，将为互联网企业提供信息
咨询、 技术升级的长期保证。未
来的场景，我们可以想象，湖南
的崛起，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
在在的行动。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

又到一年清明时，宁波甬
城祭祀市场又迎来了旺季。除
了传统的纸钱、香烛，以及“金
山”、“银山”、“LV” 等奢侈品，
今年各种祭祀“潮品”又亮相，
“海鲜大礼包”、“财富套装”等
祭祀用品让人眼花缭乱。（3月
30日《现代金报》）

剖析清明祭品“档次”渐
趋升级的缘由，人们的思维或
不无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越
贵重奢华的祭品越能表达对
先人的思念与敬意； 二是以
“奇葩祭品” 满足逝者的阴间
“需要”，享用当今的风光与时

尚。这其实是一种自欺欺人的
认知误区， 更不无有违孝道、
有伤风化、有辱文明的庸俗与
荒谬。送一辆“宝马车”，是不
是还要为其申领一个“驾驶
证”、买上一份“保险”呢？把一
项旨在诠释亲情、 表达思念的
缅怀活动搞得如此有模有样和
煞有介事， 实在没有必要和毫
无意义。

每逢佳节倍思亲，清明佳
节念故人。 追求民俗文明、祭
祀“清明”，就是要让人们的祭
扫活动简约、 低碳和环保，这
既是当下社会赋予吾辈的责

任和义务，也当为先辈乐见其
成的企盼与遗愿。清明扫墓重
在缅怀逝者德行、弘扬先人品
格、实现先人夙愿，一束鲜花、
一份简单祭品足可表达心愿；
而“奇葩祭品”不过是折射出
当下人们的功利思维、攀比心
态和低俗文化，满足的其实是
自己的图慕虚荣和丑陋心理。
遏制“奇葩祭品”盛行，让祭扫
活动回归清明，不仅需要政府
部门对有形市场的有序监管，
更需致力于对国人实施移风
易俗的思想教化与观念更新。

■张玉胜

“与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70%相比， 我国企业的债务水
平尚处于合理水平。 ”

———近日，财政部金融司主
要负责人表示，目前实体经济企
业资产负债率约为60% ，较
2009年仅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

“资金流向污染型项目是
因为那里更赚钱， 需通过创新
绿色金融体系机制， 尽快改变
污染型的投资结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首席经济学家马骏29日表示，
应对环境挑战和气候变暖，必
须要采取措施。

“明朝是朱姓王朝，皇帝姓
朱，所以我们给‘朱’姓游
客一项特殊的优惠。”

十三陵景区推出优惠政
策, 只要您或者您的同伴姓
“朱”, 清明小长假期间可以享
受长陵、定陵、昭陵和神路四大
景点免费游, 一次能省165元
门票钱。负责人如此表示。

一：其他姓游客表示不服。
钟玉水：本人姓马，马皇后

的本家，免费不？
脉脉： 可以认为是旅游歧

视，姓名歧视吗？
绿：唐朝那帮人埋哪儿了！

赶紧让姓李的免费参观一下！
合肥凌斌： 不过是营销噱

头罢了。

徐守盛指出，近年来，特
别是2012年省委、 省政府作
出建设旅游强省的决定以
来， 全省上下把旅游业作为
支柱产业来培育和打造，出
台一系列政策措施， 形成了
旅游业持续向好发展的良好
态势， 旅游强省建设迈出坚
实步伐。

徐守盛指出， 随着大众
旅游时代的到来， 进一步明
确加快建设旅游强省的方向
目标至关重要。 要准确把握
大众旅游新趋势， 努力把大
众旅游时代推向前进。 要全
面规划五大发展新理念，依
靠创新驱动增强旅游业发展

新动能， 通过协调推进提升
旅游业发展质量和水平，坚
持绿色发展提高旅游生态文
明价值， 扩大对外开放构建
旅游开放合作新格局， 强化
共享发展推动旅游普惠民
生。 要探索走出全域旅游新
路子， 按照全域化的要求配
置旅游资源、规划旅游布局、
推进景区建设、 加强执法管
理、融合产业发展。要科学确
定旅游强省新目标， 总的目
标是，到2020年，打造旅游万
亿产业， 实现由初步小康型
旅游大省向全面小康型旅游
强省跨越， 进而向现代化旅
游强省迈进。

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召开：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加快建设旅游强省 徐守盛杜家毫出席

到2020年，我省打造旅游万亿产业
3月30日上午，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在长沙召开。省委

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守盛强调，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实施全域旅游战略，加快建设旅游强省，全
省上下要坚定信心决心，明确方向目标，突出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生态优先、惠民富民，狠抓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
效，推动湖南旅游业大发展、大提升、大跨越。省委副书记、
省长杜家毫主持会议。

省领导许又声、张文雄、韩永文、孙建国出席，副省长何
报翔作总结讲话，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李世宏出席并讲话。

杜家毫要求， 全省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学习领会会议精神， 把思想
认识统一到中央的精神要求上来，
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
来。 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推动旅游产
业发展。 着力推动旅游产业转型升
级，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针对
发展短板精准发力， 大力开展旅游
新产品新业态， 促进旅游与文化互
联网的融合发展， 不断加强旅游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旅游产品的
供给质量和效益。 要把旅游业作为
稳增长惠民生的重要抓手， 作为扶
贫攻坚的重要方面， 为早日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李世宏说， 湖南旅游业基础好，
发展快，旅游综合竞争力排位在全国
靠前。要加快产业发展，增加有效供
给，从单一的抓景点景区建设转向抓
全域旅游目的地建设，建成一批高水
准的旅游城市。 要补齐发展短板，提
升公共服务， 重点抓好旅游基础设
施、旅游投资与消费环境和市场开发
三个方面。要深化体制改革，结合自
身实际创新旅游综合管理方式，深化
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国家旅游
局将全力支持湖南旅游业持续发展、
率先发展。 ■记者 唐婷 陈昂

徐守盛强调，立足长远，着
眼全局， 加快建设旅游强省重
在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生态优
先、惠民富民。要突出规划引领
作用， 搞好旅游业发展顶层设
计。强化全域理念，对接“四大
板块”和“一核三极四带多点”
区域发展战略进行系统规划，
形成以县域为基础， 景区景点
为支撑、旅游功能为载体、旅游
走廊为纽带的全域旅游规划布
局。 坚决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
严肃性, 不折不扣抓好规划的
执行和实施。 要突出提高供给
水平， 深入推进旅游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依托现有企业发
展壮大大型旅游集团， 通过招
商引资引进发展新兴旅游企
业， 着力引导和撬动社会资本
参与旅游业发展。 要突出保护
优先原则， 实现旅游业生态效
益与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把生
态与旅游结合起来， 把资源与
产品对接起来， 把保护与发展
统一起来，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
发展， 决不能以旅游开发为名
圈占农田耕地、破坏生态环境、
毁灭文化遗存。 要突出惠民富

民要求， 增强旅游业对扶贫攻
坚改善民生的带动作用。 要突
出游客满意导向，营造便捷、安
全、舒适、文明的旅游环境，完
善旅游基础设施， 健全配套服
务体系，建立智慧旅游体系，提
高综合监管水平。

徐守盛强调， 狠抓加快建
设旅游强省各项部署的落地见
效。要加强组织领导抓责任，做
到组织协调到位， 领导督导到
位，负责问责到位。要加大宣传
力度抓推进，牢固树立大宣传、
大营销、大推介的意识，切实强
化“酒香也要勤吆喝”的理念，
组织开展多形式、多层次、多领
域的大力度、 高强度旅游宣传
推介活动， 不断提升湖南旅游
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吸引力、影
响力。要强化政策支持抓重点，
形成强大政策合力。 要加大财
政支持力度， 拓宽旅游融资渠
道，实行差别化旅游用地供给，
用足用好用活各类人才优惠政
策和激励机制。 要创新体制机
制抓推进， 探索实践旅游发展
领导体制改革、 旅游景区经营
管理体制改革等。

打造旅游万亿产业
要探索走出全域旅游新路子

建立智慧旅游体系
强化“酒香也要勤吆喝”的理念

建成一批高水准的旅游城市
大力开展旅游新产品新业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