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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创意产业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
用!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
力的产业" 它是在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中发
展起来的新兴朝阳产业! 其快速发展适应我国建
立创新型国家的总体发展目标和文化产业大繁荣
的发展趋势!在引领传统产业升级!提升中国软实
力等方面! 文化创意产业承担着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

面对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猛的大势和
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的迫切要求!海南需要从理论
和实际的结合上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进行深入
的研究和思考!以推动海南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
进步"笔者认为!我省是最适合发展文化创意产业
和海岛海洋文化产业的省份!且海南发展文化创意
产业!应以涵盖产业高端环节的#文化创意设计$为
重点!发展文化科技%文化传媒创意%文化艺术创
作%广告创意设计%数字服务文化创意%建筑文化创
意%咨询策划创意和休闲消费创意等"结合海南的
地理位置%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等优势!特提出以
下八点建议&

9!:;<=>?"精心选择具有可带动各相
关行业的重大文化产业龙头项目!推进文化产业结
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相关文化产业规
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欢乐谷$作为目前国内
投资最高%面积最大%国际化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主
题公园!以(动感%时尚%欢乐%梦幻$的娱乐个性!集
海%陆%空三栖游乐于一身!是一处积聚大众多样化
休闲娱乐需求的文化体验和时尚旅游项目)迪士尼
作为世界知名娱乐品牌!其所涉及的手表%饰品%箱

包%电子%动漫%玩具等各大产业都受到了广大消费
者的一致认同和好评! 由此创造了丰硕的商业价
值* 以上两个著名的文化项目都是娱乐产业带动
相关产业规模化+ 集约化% 专业化发展的经典案
例"因此!结合省情!建议&应尽快推进(国际海洋
科技成果博览园$和(世界海岛文化博览园$两个国
家级项目"

-!;@ABCDEF"文化项目与其他项目
不同之处在于!除了庞大的资金需求外!投资方还
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对项目收益周期作好
长期回报的心理准备"文化产业项目开发本身耗时
耗力!急功近利者难免会失败!如果资金中途跟不
上或投资商另有想法终止项目开发!不但自身损失
惨重!最终还会对宝贵的文化资源造成不可挽回的
破坏"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对投资商的实力考察和资
质审核都应严格把关"

G!HIJKLM!NOPQC<=RST'

UV"建议组建跨部门%有实权的(海南省文化产业
发展工作委员会$!全面负责全省文化产业的规划%

推动%协调%监督%奖惩等工作"相关主要领导能够
协调%督办海南省的重点文化产业项目"

W! IXYZ[\<=]^_`abc!"据
悉! 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起草 ,文化产业促进
法-*在,文化产业促进法-没有颁布以前!建议海南
省利用特区立法优势!先行制定,海南经济特区文
化产业发展促进条例-! 把产业政策和发展措施上
升为法规制度*

d!efgh#ijc!"在当今世界和当代
中国!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相互交融!越来越成

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综合国力竞争的重
要因素*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愈益旺盛!并呈
现出多方面%多层次%多样化的新特点!不仅给我
国的文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而且对文化建设
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只有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及民间人士的意见和建议! 才能激发全民族
的文化创造活力! 切实推动我省文化产业大繁荣
大发展*

k!lmfn#opqr"海南要发展文化产
业!就要充分发挥我省文化资源优势!通过深入解
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全面推动各项文化事业和
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在继承和借鉴国内外成
功案例的基础上!尽可能多地采用世界先进的创意
理念和现代高科技手段!紧密联系我省实际!从全
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深化对文化产业重要地位
和作用的认识! 在增强文化发展的自觉性上下工
夫!进一步明确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在转变
文化发展方式上下工夫!并认清我省文化产业的优
势与潜力! 在解放思想% 大胆创新上刻苦钻研*目
前!为建设好我省文化产业!继续为海南国际旅游
岛增添文化活力!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正在牵头联合
国内外大型投资开发商!通过,远古大帝-这部书的
影视拍摄和动漫制作!拟在我省开发建设神州传统
文化创意产业基地*

s!tuvwxy#z{|}c!~�"一是
应加大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支持力度*加快
完善市场准入政策支持! 制定激励政策支持!包
括产业政策%土地征用和税收优惠%低贷款利率%

财政补贴%创新激励!投资激励%项目激励!调动

多方力量参与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文化创意产业
实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政
策! 保障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及其合法权
益)制定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则!防止无序竞争*

二是要积极组织%推动%引导建立文化创意产业
的相关行业协会! 引导各个组织加强行业自律)

三是给予资金支持!塑造知名品牌*设立政府文
化创意产业发展引导基金!为文化创意企业提供
融资服务*四是优化人才智力支撑*借鉴国外的
成功经验!结合我省的省情!制定符合实际的人
才培养模式!注重产%学%研相结合!加强国际交
流!大力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型%复合型%创新型%

实用型文化创意产业人才*

�!�a��v���#�<=]^c!z{

|}C��~�" 一是推动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
化为主的转变* 理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与其所属
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 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
开%政事分开%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强化政策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
挥社团组织的作用*二是改进文化领域宏观管理!

实现主要以行政手段为主向社团行业自律管理和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管理转变*三是
加强文化市场监管*建立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
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公开%公
正的市场环境*四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加大
对文化的投入!并改进财政投入方式!变财政拨款
为政府购买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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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方法探微
!

ÛÜÝ

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的全部工作和领导力的
基础! 是基层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 推
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 农村基层党组织发挥着关键
性作用* 如何适应农村改革发展的要求! 加强与创
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体制机制! 推广农村基层党
务政务 (!"#$ 工作法! 不断提高农村改革发展的
能力和水平! 促进农村社会发展* 这些问题已经成
为当前农村党组织建设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¹��º»¼I½k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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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7'ÄCcÞÉ@¬# 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 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必须完善农
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村基层自治制度! 从体制
上理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和村委会的自治之间
的关系* 一是创新农村基层党组织工作制度* 当
前! 要注重建立完善党员大会或党员代表会% 村民
议事会或村民代表议事制度! 凡涉及村里重大事务
及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 都要经过党员大会
或党员代表会% 村民议事会或村民代表会讨论决
定* 二是完善村 (两委$ 班子协调配合的工作体
制! 正确处理村党组织与村委会的关系* 要建立村
(两委$ 班子联席会议制度! 明确在村级组织中!

村党组织处于领导核心位置! 农村党支部书记是村
级班子的 (一把手$! 是村里各项工作的主要组织
者和领导者! 村委会等其他村级组织必须在党支部
的领导下! 围绕自身职能! 依法照章开展工作*

"

& opL7'ÄCc·�«¬# 要适应当前
组织形式和就业方式日趋多样化的形势! 坚持有
利于加强对党员教育管理% 有利于发挥党的领导
作用% 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原则! 不断完
善与社会组织结构变革相适应的务实管用的农村
党组织设置优化调整和扩大覆盖机制*

#

& ��L78î=>?VW5XY# 重点要
提高社区干部五个方面的能力& 一是执行政策的
能力* 农村社区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党在农村的
各项方针政策! 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二
是加快发展的能力* 农村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和
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 按照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
革发展总的要求! 紧密联系本地实际! 理清发展
思路! 制定发展规划! 明确发展重点! 推进农村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 三是服务群众的
能力* 农村社区干部要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 情
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准确把握群众所需所盼!

不断拓宽服务群众的渠道* 四是依法办事的能力*

农村基层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 把法律规范

变成自觉的行为意识* 要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解
纠纷% 化解矛盾! 切实维护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五是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农村社区干部要注重
改造主观世界!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

$

& opL78îþÙ5¢X�«¬# 要创新
农村干部的选拔机制! 把真正想为群众办事的人
选上来* 此外! 应改革对乡村干部的评价任用制
度! 乡村干部的报酬和升降不能再与经济发展指
标和税收完成情况挂钩! 应以群众是否满意和社
会是否稳定为衡量标准* 只有这样! 才能避免乡
村两级盲目招商引资以致乱占耕地和破坏环境!

引导乡村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维持农村的
稳定和繁荣! 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

& c¦6yL78î|Z��«¬# 要把关
心爱护基层干部作为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
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重点在建立健全激励保障
机制上下功夫! 激发农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
情* 结合各地实际和农村基层干部的特点! 认真
研究选拔优秀村干部进入乡镇公务员队伍和担任
乡镇领导的问题! 村干部报酬待遇落实以及正常
增长机制的问题! 村干部的社会保障问题等等*

同时! 要注重对优秀基层干部从物质上% 精神上
给予表彰和奖励! 注意引导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
客观公正地宣传评价农村基层干部! 营造良好的
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

& c¦L7'ÄD,9¬�«¬# 农村基
层组织要加大农村普法力度! 加强各项法律% 法
规% 政策的宣传和引导! 使农民知法% 懂法% 守
法* 在教育农民过程中! 要高度重视村民自治的
作用! 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民的自我教育% 自我管
理% 自我服务% 自我约束上* 对事关农户之间%

农户与集体之间的相关权益和事关社会公共利益
的重大事项! 要组织农民讨论协商! 制定农民共
同遵守的村民公约! 规范和约束农民行为*

Àg '

()!

( ¢$Z# j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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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 工作法! 就是凡村级重大事务和

与农民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事项!都要按照(!%$$

工作法决策% 实施* 其基本程序包括 (四议两公
开$*(四议$是指党支部会提议%(两委$会商议%党
员大会审议% 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两
公开$是指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第一!村党支
部会提议*对村内重大事项!村党支部在广泛听取
意见% 认真调查论证的基础上! 集体研究提出初
步意见和方案! 使提议符合本村发展实际! 符合
群众意愿* 第二! 村 (两委$ 会商议* 根据村党
支部的初步意见! 组织 (两委$ 班子成员充分讨
论! 发表意见* 对意见分歧比较大的事项! 根据
不同情况! 可采取口头% 举手% 无记名投票等方
式表决!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商议意
见* 第三! 党员大会审议* 对村 (两委$ 商定的
重大事项! 提交党员大会讨论审议* 召开党员大
会审议前! 须把方案送交全体党员! 在党员中充
分酝酿并征求村民意见) 党员大会审议时! 到
会党员人数须占党员总数的 $&' 以上! 审议事
项经应到会党员半数以上同意方可提交村民代
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表决) 党员大会审议后! 村
(两委$ 要认真吸纳党员的意见建议! 对方案修
订完善! 同时组织党员深入农户做好方案的宣
传解释工作* 第四! 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
决议* 党员大会通过的事项! 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 在村党组织领导下! 由村委会主持!

召集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讨论表决* 参加
会议人数必须符合法律规定! 讨论事项必须经
全体村民代表或到会村民半数以上同意方可决
议通过* 第五! 决议公开* 经村民代表会议或
村民会议决议通过的事项! 一律在村级活动场
所和各村民小组村务公示栏公告! 公告时间原
则上不少于 ( 天* 第六! 实施结果公开* 决议
事项在村党支部领导下由村委会组织实施! 实
施结果及时向全体村民公布*

(!%$$ 工作法的实质! 就是坚持党的群众路
线! 农民群众的事情让农民群众自己议% 自己定%

自己干% 自己管! 也就是把群众的首创精神激发
出来形成决策! 然后再通过实施回到村民中去!

形成推进农村改革发展% 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的强大合力! 是解决农村民主决策问题的助推器*

(!%$$ 工作法重要作用主要有&

!

& �ßW��îÖL7 $CQMÖ& ËCà

Q% [Í# 推行 (!%$$ 工作法! 村党支部提议成
为决策的首要一环! 成为整个决策程序的发起者!

享有充分的主动权! 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保! 在
决策的执行中发挥监督作用* 村委会作为执行决
策的主体! 在执行过程中拥有充分的自主权! 在
决策制定过程中只起参与商议作用! 对村级重大
事务不能擅自决定* 村党支部% 村委会两者之间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进一步明确了! 各自的工作
职责进一步明晰了* (两委$ 班子负起了各自责
任% 发挥了各自作用! 实现了工作相连% 力量相
聚% 目标相同*

"

& �ßWáâL78E¯f#

(!%$$ 工作
法将民主贯彻到基层! 使广大农民 (参与有渠道%

管理有资格% 诉求有回应% 监督有保障$! 有效预
防了权力的滥用乱用! 有效化解了矛盾和问题*

同时! (!%$$ 工作法可以实现决策过程让群众参
与% 决策效果由群众检验! 使群众管理村级事务
的主观意愿变成了看得见% 摸得着的民主实践!

促使党员干部主动问政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
民! 争取群众支持% 赢得群众认可*

#

& �ßWHLO;*+}°L7EF?D,

�°#

(!%$$ 工作法之所以能为广大农民所接
受! 并在广阔的田野扎下根! 关键在于它从机制
上既增强了决策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又保障了村民的知情权% 参与权% 表达权和监督
权) 融决策% 管理% 监督和落实为一体! 加强了
村级组织配套建设! 提高了广大农民参与民主的
能力! 从制度上保障了农民的多项权益! 从而构
建起了充满活力的乡村管理新机制*

$

& �ßWãsL7ef`a # 近年来! 一
些地方围绕新农村建设! 积极探索开展农村社区
建设! 依托村党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 逐步推广
(!%$$ 工作法! 为深化农村民主政治建设! 拓展
农村基层文化% 教育% 卫生% 社会保障和社会福
利事业! 活跃农村经济! 方便农民生活! 开辟了
一条有效途径* 实践证明! 开展农村 (!%$$ 工
作法! 有利于把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
实处引导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
伸! 搭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平台)

有利于协调农村利益关系! 化解农村社会矛盾!

调动农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
性) 有利于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促进农村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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