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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

■我国不断加强人权法治保障

■我国重视保障特定群体权利

■我国全面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我国推动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新华社北京9月22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22日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
业发展70年》白皮书。

白皮书说，7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中国人民实现了翻身解放和当家
作主。新中国70年，是中华民族迎来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70年；新中国
70年，是中国人民各项基本权利日益得
到尊重和保障的 70年；新中国 70年，是
中国不断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作出贡献

的70年。
白皮书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

人权。中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人类谋发
展作为奋斗目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
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不断总结
人类社会发展经验，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
原则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奉行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权理念，始终把生存权、发展权作为
首要的基本人权，协调增进全体人民的各
项权利，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历史和
现实都证明，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
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丰富了人类文明多
样性。

白皮书强调，当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正在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在未来的岁月

里，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随着国
家基本实现现代化，随着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中国人民必将享有更加广泛、更
加充分的权利，中国人民必将在更高水平
上实现全面发展。

白皮书说，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将秉
持文明多样和文明交流互鉴精神，与国际
社会一道，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共同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国新办发表《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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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熊猫手提包好乖哟！”“一看那个冒节
子，我就知道是肥肠粉。”这三天，来自“小西博
会”的众多文创产品在朋友圈不断刷屏。

9月22日，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
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的文
化与旅游产业馆在开展三天后落下帷幕，众多将
四川元素、现代科技与文化旅游融为一体的展
品，带给了观众无数惊喜。

“熊猫叉鱼”，观众爱不释手
“这个熊猫手提包好乖哟，你看，它还人

模人样地拿着青铜矛叉鱼呢。”成都博物馆文
创展厅内，一位年轻的女士好奇地端详着文
创产品熊猫手提包，身旁的同伴也正在把玩
熊猫手镜，不一会儿，两人就动了心，向工作
人员询价。

在文化与旅游产业馆内，这些精巧、可爱
的小玩意儿太多了。布偶、陶瓷、石头……各
类材质的石犀摆在桌上，最小的不过鼠标大
小。蛋烘糕、串串香样式的手信，让观众爱不
释手，“一看那个冒节子，我就知道是肥肠粉。”

这些充满智慧和创意的小玩意儿，多为
装饰品以及书签、信封等实用品，当它们与熊
猫、青铜器、石犀、开心佣、皮影等独具四川特
色的文化IP完美融合，立马化身为一件件创
意十足、造型精美的艺术品，让现场观众惊喜
不已、爱不释手。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创产品
价格都不贵，单价多在十几元到一百元。

文创背后，是众人的智慧
邓果负责成都博物馆展区的布展，他说：

“这次带来的文创产品本来是以展示为主，没
想到不到三天时间，展品已经卖出一大半。”

两年前，为了让文物火起来，成都博物馆
成立了负责“文创IP输出”的小组，邓果就是
其中的一员，负责产品设计。“我们提供文物
元素，与其他公司合作进行产品研发。”

邓果最引以为傲的作品，就是这款熊猫
和青铜器的完美结合的文创产品。“这个印在
手提包、丝巾、杯子、胸针上的设计图案，我们
花了好几个月修改熊猫的动作形态。”邓果向
记者介绍，“让熊猫拿着青铜器去叉鱼、叉水
果，是很有创意的想法。一开始，我们拿到的
设计公司方案初稿，熊猫图案并不理想，后来
我们要求要让熊猫萌一点、憨一点，还要更
胖、更圆润一些。”经历了多次修改，产品面世
后，获得了很好的市场效果。

两年来，成都博物馆的IP团队有了十几
个人，前后与近200家公司合作，取得了不错
成果。现场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展出的
只是很少一部分，在成都博物馆有更全的文
创产品展出，都是这两年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文创产品，也是我们两年来最大的收获。”

裸眼VR，文化科技结合
据悉，这次的文化和旅游产业馆面积1万

平方米，集中展示了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藏羌
彝文化产业走廊、特色文创、重点文化企业和
文艺展演等我省文旅发展成果，以及省内文
旅融合发展和文化走出去重点产品和项目。

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金字招牌自贡展
区，以彩灯和恐龙为主要元素，融合川盐、川
菜、非遗产品等独具特色的四川文化元素，凸
显文化走出去，展示基地文化底蕴、产业发
展、对外文化贸易、文创产品、文旅融合等方
面取得的成果。三星堆及古蜀文明文创展示
区，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元素与文
创完美结合，并运用光影技术和裸眼VR技
术，给观众带来了最直观的视觉震撼。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文创产业每年
增加值保持16%的增速，年产值达到1500亿
元。未来，我省将继续整合梳理一系列文创
资源，加强文旅发展和四川元素、现代科技的
深入结合，通过搭平台、建渠道、推动文化和
旅游融合，并打通创意、生产和销售渠道，推
动文创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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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

经世济民
孜孜以求

培育“中国金融人才库”

作为德国洪堡学者，他放弃了留
居国外的机会，回国扎根教育，探索
保险人才培养新模式，主导成立了全
国首家保险学院，培养了一批批活跃
在保险界的中流砥柱。

他就是西南财经大学校长卓志。
“‘经世济民，孜孜以求。’这是西

财人的精神！”在和卓志的对话中，他
多次提到西财的大师，例如刘诗白、
曾康霖等。他们不仅产出了一批深
具影响力的成果，更是经世济民，服
务了国家和社会。

新中国成立至今，西财已为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建设培育了10余万英
才，被誉为“中国金融人才库”。这一
路，浓缩着西财的风雨，也留下了卓
志的足印。

“上面写的你才32岁啊，还说你
艺术气息浓厚，哈哈。”两位男士看着

“小封”机器人人脸识别互动屏上的测
试结果，兴致勃勃地“研究”起来。

9月19日至23日，第三届西博会
进出口展暨国际投资大会在成都举
行。作为“智能+智慧+智库”的智媒
体，封面新闻也带着智媒体创新成果
以及青蕉社区品牌，亮相文化和旅游
产业展区，现场的AI互动游戏，吸引
了众多市民围观。

AI+互动体验
展示封面智媒体能力

9月22日，记者来到西博城10号
展馆看到，以大红色为主色调的封面
新闻展位甚是亮眼。尽管已经是展会
最后一天，也不乏前来逛展的市民。

封面新闻“AI+媒体平台”展位
上，巨大的封巢大屏持续滚动展示着
全球新闻热点、全网监控、天眼、小封
写诗、青蕉拍客等内容，体现了封面新
闻在新闻内容采集、线索获取、内容生
产全流程管理等方面的人工智能优
势，显示了在新闻聚合、机器写作、用

户画像等多方面的技术能力。
“小封”机器人人脸识别无疑是现

场最受欢迎的互动游戏之一。基于人
脸识别和处理技术的智能设备，用户
通过“刷脸”参与互动，测颜值、测脸
龄、测相似度。记者注意到，几乎每一
个路过展位的市民，看到人脸识别屏
幕，都会停下脚步进行体验。

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在一旁的
互动屏输入关键词，考考“小封”现场
作诗。“大家输入最多的关键词是自己
的名字，都想看看小封能写出什么样
的诗来。”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2017年，封面新闻推出“小封机
器人写作”，受到了各方的关注。
2018年4月，封面新闻AI再度升级，
推出了基于自然语言处理、知识图谱
技术的写诗应用。今年，作为封面新
闻编号240号正式员工的机器人“小
封”，有了自己的诗歌专栏——《小封
写诗》。

青蕉社区亮相
展现年轻人的生活方式

作为媒体融合的代表，2018年封

面新闻就曾带着智媒体创新成果亮相
第十七届西博会。与去年不同的是，
今年青蕉社区也加入了参展队伍。

现场青蕉社区展示墙上，“高校天
价宿舍1万6一年”“几点睡算熬夜”

“我国脱发人群超2.5亿”……各种热
门有趣的互动话题，吸引了不少年轻
人拍照。

“我也是偶然路过10号馆，看到
四川日报集团的展位就过来了，我还
给你们青蕉社区投过稿呢。”一个小男
生目不转睛地看着摆满文创产品的展
台，他是一名高二学生，也是封面新闻
的“老用户”。

今年5月，封面新闻5.0最新版本
正式上线，除完成全频道的视频化建
设外，发力社群交互也是一大亮点。
全面升级的青蕉社区，简化发布系统，
让UGC用户上传发布更便捷智能化。

如今，封面新闻“青蕉拍客”上线
仅半年，已积累上千名专业拍客，输出
的短视频内容涵盖新闻资讯及泛生活
等多个领域，并诞生多条千万级传播
爆款短视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四川文创在“小西博会”火了一把

科技范儿十足！
封面新闻携智媒体成果

亮相“小西博会”

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进出口商品展暨中国西部（四川）国际投资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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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墙前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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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天津9月22日电 22日，以“网络
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的2019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圆满结束，闭幕式在天
津梅地亚大剧院举行，这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连续多年举办以来首次安排闭幕式活动。

在闭幕式上，中央网信办总工程师赵泽良
宣布郑州市为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

幕式等重要活动承办城市。
2019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6日

至22日在全国同步开展，开幕式等重要活动在
天津举行。网安周期间推出了网络安全博览
会、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校园日、金融日、电
信日、法治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
题日活动，得到了社会的热烈响应。

2020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闭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