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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2020 中国新媒体大会
在长沙举行。 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任徐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刘正荣， 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宏森在开幕式上
致辞。副省长吴桂英主持开幕式。解放军
新闻传播中心副主任武天敏、 中央网信
办原副主任彭波、 新华社原副社长周锡
生出席。

中国新媒体大会是中国新媒体领域
具有标志性、 权威性、 专业性的行业盛
会。 本届大会由中国记协和湖南省委宣
传部共同主办，以“守正聚力、创新共融”
为主题， 进一步探讨促进新媒体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推动新媒体在国家治理现
代化中发挥更大作用。

徐麟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 他说，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做大做强主流舆论，
是党中央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 是时代
赋予的重大使命。 要坚持全媒为本，加快
构建全媒传播体系， 推动主力军全面挺
进主阵地， 着力打造全程媒体、 全息媒
体、全员媒体 、全效媒体 ；要坚持导向为
先，始终坚守正确方向导向，不断巩固宣
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要
坚持内容为王，着力扩大优质内容产能，
不断深化内容生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要坚持技术为要， 积极抢占传播技术高

地，充分用好信息技术革命成果，驱动传
统媒体加快转型升级；要坚持改革为重，
大刀阔斧推进深化改革， 着力破除体制
机制壁垒， 形成节约高效的内容生产体
系和全媒体传播链条；要坚持人才为宝，
充分激发人才队伍的活力， 为媒体融合
源源不断地输送全媒体人才。 各地各相
关部门要加强政策指导和资源保障 ，共
同支持和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

刘正荣说，湖南是文化大省、媒体大
省，盛产媒体融合发展的精彩故事，为研
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经典
案例。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是重大课

题。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快
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守好方
向之正，聚好融合之力，走好创新之路 ，
抓好共融之举， 通过实践不断深化对媒
体深度融合发展规律的认识。 中国记协
新媒体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和中国新媒体
大会的举办， 正是中国记协服务媒体深
度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 希望与各方共
同努力，将中国新媒体大会越办越好，办
成业界共享的品牌。

张宏森说， 用好新媒体、 建设全媒
体， 是传媒领域在变局中开新局的必然
选择。 湖南将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
讲话精神， 把加快新媒体发展摆在重要
位置抓紧抓好，牢牢把握正确导向，积极
服务中心大局，创新开掘融合路径，自觉
肩负社会责任，加快构建资源集约、结构
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全媒体传播
体系。 希望与各方一道，充分利用大会平
台，交流分享前沿观点、创新经验、新潮
科技，携手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加快构建
全媒体传播格局。

在随后举行的主论坛上，乔永清、宫
喜祥、刘晓龙、郑建新 、曹增辉、张华立 、
邓秀松、 周秋含等领导和专家分别作主
题演讲。 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新媒体研究
报告 2020》《中国新媒体年鉴 2019》《全
国视频文创产业发展指标体系研究》（马
栏山指数），并举行了中国网络文学小镇
授牌仪式。

当天下午举行了分论坛。 其中，“媒
体创新创优” 分论坛聚焦中国新闻奖媒
体融合奖项获奖作品创作经验， 发布中
国新媒体战“疫”十大精品案例，开设“创
新创优内容 做实做强传播” 圆桌论坛，
专家深刻剖析，主创深入分享，精品深度
示范，揭示创新路径，探寻创优规律。

大会前夕 ， 还举行了 “增强 ‘四
力 ’推进 媒 体 深 度 融 合 发 展 ”专 题 培
训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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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 日，最高检公布第七届 “全
国先进基层检察院”名单，城步苗族自治
县人民检察院荣誉上榜。 城步作为全国
5 个单列苗族自治县之一，具有人口少、
民风淳朴、刑事发案率低的特色，检察工
作发展“先天不足”。 城步检察院历届党
组克服自身短板，立足实际求突破，提出
了逢牌必夺、逢先必争，在争先创优中推
进各项工作发展的思路。

“保护绿水青山，我们责无旁贷”
城步苗族自治县位于雪峰山脉与南岭

之首越城岭山脉交汇之处，多条河流发源于
此，河川水系发育，水文资源比较丰富。 该
县一度兴起了修建小水电站的热潮。

今年夏天，天气炎热，城步县内降水
较之往年明显减少， 位于南山国家公园
两江峡谷流域的一座水电站截断河道蓄
水发电，导致大坝下游部分河道断流、河
床干涸，严重损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阻
断了鱼类洄游通道， 对鱼类等水生动植
物造成了毁灭性的灾害， 同时也严重影
响了当地老百姓的生产与生活。

“生态环境绝不容破坏！ ”在履职中发
现线索后， 城步检察院立即向南山国家
公园管理局通报了该情况， 会同县农业
农村水利局工作人员进行现场勘查 ，询
问电站负责人， 依法就该问题向县农业
农村水利局发出检察建议， 要求其立即
督促电站向下游释放生态基流。

检察建议书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
重视，立即督促电站整改到位。

“生态保护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
大事，只有生产和环保意识都到位了，经
济才能可持续性发展。 ”县人大代表对检
察院的做法纷纷点赞。

2016 年以来， 城步检察院依法严厉
打击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犯罪， 起诉犯罪
嫌疑人 131 人， 依法办理涉及生态环境
和资源保护的公益诉讼案件 26 件，制发
检察建议 13 份 ， 提醒行政部门严格执
法，监督企业遵守法律。 开展相关法治宣
传 22 次 ，覆盖全县所有乡镇 （场 ），发放
法治宣传资料逾 5 万份， 切实增强公民
环保意识，强化环境污染风险警示教育，
提高全社会对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
重要性的认知， 引导公民与污染环境的
行为作斗争。

“构建和谐社会，我们义不容辞”
杨某 、黄某夫妇自 2000 年起 ，为获

取更多利润， 将收购来的未完全脱毛的
猪脚等猪肉食品，使用工业松香脱毛，并
将脱毛后的猪肉食品向外销售， 获利约
30 余万元。 2015 年底，该夫妇因涉嫌生
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被逮捕，该案
于 2016 年 1 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几天后， 黄某女儿向检察机关出具书面
材料，提出其“家有一位年过八旬的患病
老母亲，其老母亲之前一直跟黄某、杨某
一起生活， 由黄某照顾”“黄某本人身体
不佳”，请求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取保候审。

“犯罪嫌疑人被收押，年迈的病中老
母却无人照顾， 这可不是我们想要的社
会效果。 ”收到黄某家属提出的取保候审

申请材料后， 驻所检察干警立即启动对
黄某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通过实地走访
黄某所属社区群众及其亲属， 对家属申
请材料中的重点信息予以逐一核实。 同
时， 迅速组织对黄某无需继续羁押的事
实和理由进行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

经审查，黄某涉嫌生产、销售有害食
品罪一案已基本查实， 相关证据已基本
收集到位 ，不可能发生毁灭 、伪造证据 、
干扰证人作证等社会危险性。 考虑黄某
家中 85 岁的患病老母无人照顾，且黄某
犯罪是因为法制观念淡薄， 案发后其认
罪态度较好， 对其采取取保候审不会发
生逃跑等社会危险性，已无羁押必要性。

2016 年 1 月 26 日，驻所检察官依法
向公诉部门发出 《羁押必要性审查建议
书》，建议对犯罪嫌疑人黄某变更强制措
施并得到采纳。 2016 年 1 月 26 日，在其
亲属担保下，黄某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并在 2016 年春节前回家。

城步检察院一直致力于延伸社会职
能，化解社会矛盾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
2016 年来，该院累计批准逮捕 592 人，起
诉 1186 人， 通过办案化解社会矛盾 96
起。 大力推进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工
作，适用该制度办理案件 253 起，量刑建
议采纳率一直居于全省前列。

“传承检察精神，我们从未停止”
“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同

志们加油啊， 后面的同志们赶紧追上队
伍，千万不能掉队啊！ ”一个细雨蒙蒙的
秋天，古树参天的次原始森林，一支队伍
正踩着泥泞的小路缓慢前进。 城步检察
院又一次将队伍拉到老山界， 全体干警

重走长征路。 这是该院利用当地红色资
源，积极开展党建活动的一个剪影。

多年来， 城步检察院坚持利用红军
长征过境时留下的红色资源， 组织党员
上“老山界 ”、读 “红书”、学 “红史 ”，开展
“重温入党誓词 、重读入党申请书 、重走
长征路” 三重革命传统教育， 引导干警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政治上做到忠诚
可靠，连续 26 年干警“零”违纪违法。

同时 ，该院注重扎根苗乡 ，组织干警
学习艰苦创业 、敢为人先的“南山精神”
和严谨务实的“苗乡精神”，让“老山界精
神”“南山精神”和 “苗乡精神 ”成为城步
检察精神的主旋律。 全体干警坚持质量
为先，力争出精品、创特色 ，执法质量考
评连续多年位列全市先进。 近年来，1 件
案件被最高检评为优案 ，1 件案件入选
省、市公益诉讼典型案件，2 件案件被市
院评为优案。

检察长感言———

以法治信仰为“灯塔”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
检察长 唐杰

“路漫漫其修远兮 ， 吾将上下而求
索。 ”我院获得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的荣
誉，实属来之不易，是历届班子和历代城
步检察人薪火相传、奋勇拼搏的结果。荣
誉只是对过往成绩的总结， 今后我们将
继续秉承城步检察精神， 坚持为民服务
的宗旨 ，以法治信仰为 “灯塔 ”，凝神聚
力，为推进苗乡发展继续贡献检察力量。

检徽灼灼耀苗乡 奋勇争先创一流
———城步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争创“全国先进基层检察院”纪实

11月 19日上午，2020中国新媒体大会开幕式暨主论坛在长沙举行。 图为开幕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