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上半年
湖南追回外逃人员8人

本报7月18日讯 省纪委今
天透露，今年上半年来，我省通过
“天网” 行动先后劝返抓获张建、
任玉奇等8名犯罪嫌疑人，涉案金
额1.98亿元。

陈祎娟是中国移动湖南分公
司综合部员工， 于2013年4月逃
往英国，2015年4月被列入“百名
红通人员”第15号嫌犯。2016年1
月14日，经过专案组多方努力，在
法律的威慑和政策的感召下，潜
逃英国三年之久的陈祎娟被成功
劝返回国自首， 成为湖南加强反
腐败国际追逃追赃的又一成果。

省委追逃办工作人员介绍，
全省各市州如今均成立了追逃
办， 对全省外逃党员和国家工作
人员情况进行了大起底， 建立了
以市州为单位的“全省外逃人员
数据库”。通过大起底，共排查到
外逃线索18条， 涉案金额2.7亿
元。目前，湖南“天网2016”行动已
全面启动，“猎狐2016”、职务犯罪
国际追逃追赃、 打击利用离岸公
司和地下钱庄向境外转移赃款等
专项行动正在有序推进， 全省追
逃追赃力度明显增大， 震慑了一
大批不法分子。

■记者 张斌
通讯员彭超雄郑亚邦实习生易奕

18日， 长沙中招工作正式启
动。从今年开始，长沙实施“史上
最严招生入学政策”，要求社会各
界不写条子、不提要求，要求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收条子，
各级干部职工和领导干部不批条
子，招生入学不凭条子。记者随机
拨打了10名中学校长、4名小学
校长和2名区教育局长电话，校长
们的电话均能接通， 往年关机失
联的现象不复存在。 （详见本报
今日A05版）

长沙“史上最严招生入学政

策”的核心在于“义务教育阶段和
高中阶段的公办学校招生一律取
消择校”。 这就好比釜底抽薪，择
校———这扇招生的“后门” 关死
了，托人情、走门路、批条子的招
生“歪风”就吹不进学校里来。从
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到， 即便“择
校”存在，但手握择校大权的校长
们，也丝毫没有权力的获得感，而
是不堪其扰， 宁愿选择关机失联
的方式加以回避。这说明“择校”
不仅破坏了教育的公平公正，由
于终究“名额有限”，在学校校长

眼里也是块“烫手的山芋”，绝对
不是分配优质教育资源的好办
法， 更满足不了社会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迫切需求。

施行“史上最严招生入学政
策”，既解脱了校长，也解脱了家
长。当“择校”的门路彻底被堵上，
大家就都只有遵从公开明示的招
生规则， 接受公共教育资源分配
的结果。在科学合理的前提下，删
去“择校”的“旁门左道”，会令优质
教育资源分配得更加公正。 诚如
有人曾指出的那样，“择校” 其实

是“教育消费价格双轨制”中的市
场价，在公共教育领域里出现，其
实是一种“越轨行为”，对义务教
育阶段的教育教学秩序产生了冲
击。因此，所谓的“史上最严招生
入学政策”， 实际上是在教育纠
偏， 让教育公平在招生环节得以
保证， 也有助于防止权力配置公
共资源而产生的教育腐败现象发
生。

公共教育资源分配， 公平是
第一原则，“择校” 在义务教育阶
段和公办学校不应长久存在。但

在教育资源均衡化还没有完全实
现的情形下， 民众还是可以通过
市场化的方式“择校”到民办学校
满足自身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
求。因而，公办教育取消“择校”，
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是个机遇，前
提是要保证学校优质， 方能相对
于公办学校有竞争力———这就是
用市场解决效率问题。“史上最严
招生入学政策”，更重要的意义也
在于处理好了公平与效率的关
系。

■本报评论员 赵强

2016.7.19��星期二 编辑 李成辉 刘永明 美编 胡万元 校对 张郁文A02 都市声音/要闻

视
点 从文化自信中汲取前进力量

来论 “最严招生禁令”让教育更加公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
讲话中，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扩
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整的
“自信矩阵”，并强调“文化自信是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频
频提出文化自信，表明我们党在民
族自信上的思考越来越全面、越来
越深入，同时也是向全世界昭告中
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自
豪感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
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
新战略的重要收获。

回顾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
就会明白我们重建文化自信是多

么不容易。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中，伴

随国运衰落的， 是中国人文化自信
的逐渐丧失。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
局”，中国由受人朝贡的“天朝上国”
一变而为被动挨打的落后之国，有
识之士寻根究底，从器物（技术）、体
制而至文化。而改变的努力，分别是
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五
四新文化运动。 但这些绵延不绝的
努力， 并没能让中华民族重振于世
界民族之林。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民族在黑暗中寻求文化自信的
努力才有了正确的方向。改革开放、
苏东剧变之后， 我们的文化自信也
曾经历严重的冲击。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
是要坚定文化自信。如今，我国虽
然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仍
在稳步发展，但某些国人文化的不
自信还很严重。比如，在价值观上，
总觉得西方的“普世价值”好，中国
的核心价值观不行； 在政治制度
上，总觉得西方的“三权鼎立”要强
于中国的人大政协，西方的一人一
票优于中国的选贤任能；在治理模
式上，总觉得“华盛顿共识”要优于
“北京共识”；就连应对极端灾害天
气， 也总是盲目崇拜德国的下水
道、惊叹欧洲的“抗洪神器”；各种
各样的建筑设计和命名，也唯“洋”

是尊，以“洋”为美，等等。
坚定文化自信， 首先要有坚

定的文化自觉。 构成文化自信底
色的，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
三者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

超过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一
个多世纪不屈不挠的艰难探索、
67年天翻地覆创造的传奇，是中华
民族文化自信的充沛底气。“当今
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
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
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
最有理由自信的。” 近年来， 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关

于“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
提供中国方案”的宣示、关于“积极
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建设”、“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 的努
力，无不体现着强大的文化自信。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
三千里”。文化自信是实现中国梦
的“加速器”，弘扬中国精神的“源
动力”。 我们要以文化自觉为基
础， 增进文化自信， 致力文化自
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根本是
中华文化的复兴； 中国对人类社
会的更大贡献， 理应包括文化和
价值观上的贡献。

这一天正在加速来到。
■湖南日报评论员

本报7月18日讯 今
日，记者从湖南省检察院了
解到， 经省检察院党组会议
审定并报省委司改专项小组
备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
于试点检察院检察官首次入
额指导意见》已正式印发，《意
见》 明确了检察官首次入额
的条件。

《意见》对试点的郴州市
检察院、郴州市苏仙区检察
院、宁乡县检察院、武冈市
检察院、泸溪县检察院检察
官首次入额的原则进行了
明确， 要坚持德才兼备、注
重实绩， 坚持严格标准、择
优遴选， 坚持优化配置、注
重实效， 坚持入额过程、结
果公开公平公正。

申请入额应当必须满
足五个条件。一是现任试点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会专职委员、检察委员会委
员、检察员，任职满三年的助
理检察员；二是中央政法专
项编制人员、已进行公务员
登记并完成检察官职务套
改的；三是市州检察院须具

有四年以上的司法办案工作
经历，基层院须具有三年以上
的司法办案工作经历，且能独
立办理案件；四是近三年年度
考核均为称职以上等次；五是
身体健康，具备正常履行办案
职责的身体条件。

《意见》明确，整个组织
实施分方案公布、自愿报名、
资格审查、组织考试、组织考
核、 复核成绩、 提出推荐人
选、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审查、
公示拟入额人选、 决定入额
人选、 办理任职手续等11个
工作流程， 并明确了各流程
工作任务和要求。 申请入额
的市、 县两级检察院副检
察长、 担任院领导职务的
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委员
会专职委员、政工部门检察
官，分别由上一级检察院政
工部门进行资格审查和考
核；考试由省检察院统一组
织，考试成绩由省检察院公
布；考试、考核分别占总成
绩的30%、70%。
■记者吕菊兰 实习生姚荣

万柏贤 通讯员 张吟丰

在过去， 地处偏远的乡村地
区由于交通不便、 经济落后而成
为“贫困”的代名词，近年来，随着
乡村旅游的火热兴起， 越来越多
的农民通过发展农家乐、 乡村民
宿等特色旅游业开始脱贫致富，
摘掉了贫困帽。

7月15日上午，湖南省旅游扶
贫推进会暨乡村旅游培训班在永
州江永县举行， 湖南省旅游局党
组书记、局长陈献春，省扶贫办副
主任张智勇出席会议， 省旅游局
党组成员、 副局长高扬先主持会
议，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农委、
省扶贫办、 省国开行等省直相关
部门代表，各市州、区县相关负责
人， 以及专家代表参加了本次会
议。会上，来自江永县、张家界市、
雪峰山、 花垣县十八洞村等相关
负责人先后做了旅游扶贫经验交
流，讲述了各自的“旅游扶贫”故
事。

江永勾蓝瑶村
一年实现全村脱贫

近年来， 江永县明确把发展
旅游作为脱贫攻坚的重点， 大力
实施“旅游活县”战略，仅去年，该
县就有10362名贫困人口通过
“旅游扶贫” 摘掉了贫困帽，12个
村实现整村脱贫。

江永县的勾蓝瑶村既是“中
国历史文化名村”，也是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村。去年起，该村村民自
发成立旅游开发公司， 没有资金
的村民则以古建筑民居等资源入
股成为股东，以“村民分七成，村
集体分三成” 的形式共享旅游产
业红利；此外，该村还成立了农产
品加工、 民俗文化表演等各类专
业合作社，引导贫困户抱团发展；
同时采用“能人+贫困户” 的方
式，点对点帮扶贫困户。据了解，
去年该村旅游综合收入180万
元， 人均旅游纯收入比上年度增
加1350元， 全村120户贫困户全
部脱贫。

到2020年，“旅游扶贫”
将惠及100万贫困人口

根据此前省旅游局、 省扶贫
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乡村旅
游精准扶贫工程的实施意见》，到
2020年，武陵山、罗霄山连片特
困地区13条文化生态旅游精品线
路全部建成， 实现51个贫困县全
覆盖、531个旅游扶贫重点村全部
脱贫致富， 力争辐射带动全省
1000个贫困村脱贫致富；通过旅
游接待， 实现贫困地区农民年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000元以
上，带动就业人数累计达40万人。
届时， 湖南现有的贫困人口将有
两成脱贫，惠及100万贫困人口。

■见习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陈健林 任泽旺

湖南“扶贫”新模式：

借力“乡村旅游”，农民吃上“旅游饭”
湖南试点检察院检察官
首次入额指导意见出台

成为检察官须统一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