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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徐闻望）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一旦处
置不当或违规使用，极易导致基层矛盾纠
纷。 为了让农村公共资源实现 “阳光交
易”，宁乡县南田坪乡在今年8月成立农村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目前，该乡已完成石
子山林场对外承包招标、大宗办公用品采
购和宣传制作费用对外招标等3宗农村公
共资源交易，涉及金额30多万元。

南田坪乡是一个传统的农业乡镇 ，
水库、 山林、 土地资源丰富， 水利、 公

路、 农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 项目
多， 农村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频繁。 该乡
于今年5月着手农村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建
设。

为确保农村集体资金 、 资产 、 资源
情况一目了然， 南田坪乡将 “三资” 情
况摸排到位， 并张榜公示， 主动接受群
众监督。 今年来， 该乡共清理出固定资
产1018万元 ， 山地 、 林地 、 山塘等资源
性资产1985亩， 库存物资120万元， 建立
了全乡公共资源可交易项目台账。

为实现公平参与、 规范操作 ， 南田
坪乡对公共资源交易的内容范围、 基本
程序、 操作流程等作出了详细规定， 严
把招标资格审查关、 开标评标关和中标
结果公示关。 如项目的招标信息、 中标
公示， 一律按规定的公告时限和范围公
开发布， 所有投标报价均在开标大厅对
所有投标人公示； 招投标过程由乡纪委
全程监督 ， 全程摄像 ， 主动接受人大 、
政协、 新闻媒体、 人民群众监督。 该乡
还专门制订了 《南田坪乡农村公共资源

交易管理办法》、 《南田坪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交易大厅纪律》 等规章制度， 力争
做到每个环节都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

该乡党委书记白晓介绍 ， 农村公共
资源实行 “阳光交易”， 有效减少了请吃
请喝、 采购回扣、 虚开发票等不法行为
以及投标人靠拉关系 、 走后门中标等
“暗箱 ” 操作行为 ， 在源头上堵住了腐
败； 同时， 公开竞拍不仅带来资源收益
的最大化， 还明显降低了成本， 节约了
支出。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服务迅速

2天赔付一起
国外出险理赔案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曹娴 通讯员 缪智鹰

廖琼） “在国外出险了， 能赔吗？” 消费者往往有这
样的疑问与担心。 近日， 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仅用2
天时间， 便赔付了一起在美国出险的理赔案件。

据悉， 2010年7月， 朱女士为其女儿吴某在太平
人寿投保了真爱健康医疗保险。 当年9月， 吴某留学
美国。 今年3月， 吴某因胆囊结石在美国费城某医院
住院治疗。 12月17日， 吴某委托代理人王某向太平
人寿湖南分公司提出了索赔申请 。 申请递上去了 ，
但代理人很是忐忑不安： 保险公司能否看得懂全英
文的病历材料？ 索赔资料是否齐全？ 吴某本次出险
是否真的能获得理赔？ 令代理人王某颇感意外的是，
12月19日便收到了来自太平人寿的结案短信 ， 吴某
获赔医疗费用10050元。

国内投保、 国外出险、 国内理赔， 从受理到理
赔结案 ， 仅2天时间 。 代理人王某感叹理赔快速之
余， 一再向太平人寿湖南分公司表示感谢。 太平人
寿湖南分公司运营服务部曹经理笑呵呵地说： “这
样的理赔案件在太平人寿其实很简单， 我们只是做
了该做的。”

调整发展战略 提升服务水平

中英人寿成入湘
外资保险公司佼佼者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曹娴 通讯员 李小婧）今
天，中英人寿保险公司与湖南大学续签“未来之星”奖
学金协议。 中英人寿总裁张文伟高兴地告诉记者，5年
来“未来之星”奖学金共奖励湖大金融与统计学院160
名品学兼优学生，校企联手共同培养高端保险人才。

2006年中英人寿进驻长沙， 成为我省首家外资保
险公司。近年保险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市场竞争十
分激烈，仅湖南就有40多家。随着保险市场进入转型升
级阶段，中英人寿及时调整发展战略，由延伸渠道转变
为深耕客户。

深耕客户，必须有强大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自进
入中国大陆开始， 中英人寿便在全国多所名牌大学联
合培养保险精算方面的高端人才。2007年中英人寿与
湖大金融与统计学院展开合作，设立“未来之星”奖学
金，建设教学实习基地，实施金融领域科研合作。湖大
学生在实践中快速成长， 成为精算、 财务领域的佼佼
者。 湖大金融与统计学院被誉为我省保险高端人才培
养的“黄埔军校”。这些具有专业知识、高素质的保险人
才，进入中英人寿及我省保险行业，为我省保险业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依托大批保险高端人才， 中英人寿在差异化竞争
中，不断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客户服务在中英人寿已上
升到系统科学的层面，有着严格的服务标准。在中英人
寿引进的“客户体验历程研究”项目中，记者看到，客户
与保险公司的接触被分为11个接触点， 包括客户的考
虑、购买、收益、理赔、保全、续期、加保、退保、离开、返
回等。通过该项目研究，最终提升了每个接触点上客户
的满意度。

目前，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已成为入湘外资保险
公司的佼佼者。通过个险、银保、经代、电销四大渠道，
在我省保险市场迅速打开局面， 保费规模及品牌知名
度都有了快速提升。

856瓶湘江水样
本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刘卓 熊迪

【同心故事】
12月27日，走进位于长沙麓谷的妙盛企业孵化

港有限公司，镶嵌着湘江水样瓶的湘江水样仪在灯
光照耀下，映照出一幅完整的湘江流域图。这些水
样的取得，源于湘江流域一次大型公益环保活动。

2011年9月4日至21日，持续17天的无动力856公
里漂流，4000公里的陆地环保调研，全国百家媒体的
全程跟踪报道，成就了首次政府与民间携手治理行
动———“保护母亲河，妙盛湘江行”大型公益环保活
动，一共采集了856瓶的湘江水样。

此次活动吸引了500多名志愿者参与。 从位于
湘江源头的灵渠开始取水，经永州、衡阳、株洲、湘
潭、长沙、岳阳等城市，直至终点站岳阳楼。17天里，
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疾风骤雨，大家分乘黄色的
小皮艇保持着每天50公里行程的速度，顺着湘江一
路前行，每隔一公里取水样一瓶。

取回来的856瓶水样，进一步进行了密封分装，
既保证水质不变，又能透视水样情况。

面对一瓶瓶封装好的湘江水样，妙盛企业孵化
港有限公司顾问邱则有产生了一个想法：要让后人
也能看到这个时代的湘江。他计划做一个铜版的湘
江水样全貌图，将整个湖湘大地的山湖全貌雕刻其
上，将湘江水系的整体走势标于其中，将856瓶封装
了的湘江水样嵌入其内； 为湘江水样立块纪念碑，
纪念这种积极参与、勇于付出的精神；建一个地下
湘江博物馆，将铜版的湘江水样全貌图，以拼图的
形式存放于地下，连同那856瓶水样一起深埋下去，
直至再一次重现人间。

2012年5月29日，全省统一战线“同心系湘江·共
护母亲河”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作为活动的
参与方，妙盛公司负责湘江水样仪的制作。

目前，铜版湘江水样全貌图、湘江水样纪念碑、
地下湘江博物馆的设计方案正在规划设计之中，这
一公益活动模式也先后传播到其他省市 ，856瓶湘
江水样的故事仍将继续。

【同心连线】
作为 “同心工程” 重要内容之一 ， 全省统一

战线开展的 “同心系湘江·共护母亲河” 活动计划
用3年时间 ， 每年突出一个主题 ， 汇聚海内外智
力、 人才、 科技、 资金等要素资源 ， 共同致力于
湘江保护。 活动自2012年5月启动以来， 先后有6
个治理项目开工， 吸纳社会资金12亿元。 针对今
年湘江重金属污染治理主题， 陆续开展了 “保护
母亲河， 湘江监督行” 活动、 “百名海内外专家
会诊湘江” 行动、 建立重金属污染场地修复示范
基地、建立两型产业同心园区、建立保护母亲河基
金等活动 ，
为打造 “东
方莱茵河 ”
充分发挥了
统一战线的
优势作用。

本报12月27日讯（通讯员 肖军
曾君 记者 乔伊蕾）“感谢你们细致
入微的心理辅导，使我走出阴影，树
立重生的信心……”今天上午，长沙
市司法局长桥劳教所解教人员李某
走出高墙之际， 紧握着管教民警的
手感激地说。

该所近年来以心理咨询工作为
着力点， 大力开展管教工作创新。该
所现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12人、三

级咨询师 8人 ， 占全 所 民 警 人 数
16.4%， 每个大队都建立了标准化心
理咨询室。特别是今年率先在全省劳
教系统中建立了以民警名字命名的
心理咨询室， 既增强了民警成就感、
荣誉感、使命感，也使矫治对象在进
行心理咨询时与民警更亲近，消除了
陌生感， 使教育矫治质量进一步提
高。劳教人员吴某多次因盗窃被劳动
教养，不服管教。心理咨询室民警及

时进行心理疏导，根据其家有患病老
母亲的情况，结合吴某争强好胜的性
格特点，从家庭责任感方面运用激将
法的心理暗示， 激励其融入集体，热
爱生活， 争取早日解教回归社会，履
行自己的责任义务。如今，吴某已经
成为改造积极分子。

据该所问卷调查， 劳教人员对
目前管教氛围的满意率到达96%，对
改造充满信心、 明确改造目标的达
93%以上，有主动与民警交心 、谈心
愿望的占90%。

生命伟业致力开拓城市直饮水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周怀立 通讯员 桂庆

红） 近期， 经专家评审通过， 省发改委确认28家企
业技术中心 ， 湖南生命伟业公司技术中心进入此
列， 并成为其中唯一一家直饮水企业。

2002年成立于株洲的湖南生命伟业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是一家以生产家用纯水机和承担直饮水工
程的科技环保型企业， 曾获得25项国家专利， “生
命伟业” 去年还成为我国直饮水行业中唯一的中国
驰名商标。 去年， 该公司为株洲市湘江风光带捐赠
的价值72万元的直饮水设备， 为株洲市展览馆前、
河西天元超市捐建的两个户外直饮水点， 受到株洲
市民的欢迎和称赞， 也吸引了省内外300多个参观
团前来取经。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姚学文
通讯员 黄耀辉 杨益斌）近日，中国
竹艺大师工作室落户湖南工艺美术
职业学院。 这标志着这里继学院式
培养湘绣人才后， 又开启了学院式
培养竹艺人才的大门 。75岁高龄的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刘宗凡高兴地
说，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益阳小郁
竹艺后继有人了！

益阳竹艺品创始于明代，是湖南
优秀的民间工艺品， 竹艺产品遍布街
头巷尾，因此益阳素有“竹器之城”的

美称。其产品曾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十
多个国家。然而，与众多非物质文化遗
产一样， 近年来小郁竹艺也面临无人
传承的困境， 为了挽救这一民族优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职院决定在
学院成立中国竹艺大师工作室， 国家
级工艺美术大师刘宗凡被邀请担任工
作室主任。

农村公共资源实行“阳光交易”
宁乡南田坪乡搭建专门的交易平台，已完成3宗交易涉及金额30多万元

中国竹艺大师工作室落户工艺职院

长沙“12·17”交通事故
相关责任人被免职

本报12月27日讯 （记者 黄纯芳） 12月17日21
时11分， 湘AG6217小车在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路
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致行人秦某某重伤， 经抢救无
效死亡。 经核实， 肇事嫌疑人夏伟辉系岳麓区招商
合作局局长。 目前， 交警部门正在进行案件调查。
岳麓区委 、 区政府高度重视 ， 同时启动了问责机
制， 并根据相关纪律规定已先行免去夏伟辉岳麓区
招商合作局局长职务， 待案件调查结束后， 将依据
调查结果对其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12月27日， 怀化市洪江区东方红小学的留守儿童在老师的指导下， 将自己在学校学习、 生活的照片制作成贺
卡， 发给远在他乡的父母， 给他们送去新年的祝福。 刘文颖 张琼 摄影报道

长桥劳教所以“心”教人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 年 12 月 27 日

第 2012355期 开奖号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66 1000 366000

组选三 308 320 98560
组选六 0 160 0

6 6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2年12月27日 第2012153期开奖号码
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000000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4
二等奖 16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218719
5 9767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251
95762

1526228
11821446

70
2892
47636
386820

3000
200
10
5

1011 21 27 280504

本报12月27日讯（记者 李国斌
通讯员 胡敏 杨庆怀） 文化部近日
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 全国共
498人入选，湖南有21人。截至目前，
全省共有国家级传承人76人。

湖南此次新增的国家级传承

人 ，涵盖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 、传统
舞蹈 、传统戏剧 、传统美术 、传统技
艺、传统医药和民俗类非遗项目。其
年龄普遍偏大，60岁以上的占17人，
60岁以下的仅4人。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活态传承的代表性人物 。自

2008年始， 国家每年给予国家级传
承人1万元补助资金，资助其用于项
目保护和传承工作。2012年，文化部
组织开展了第四批国家级传承人申
报工作 ，经各地申报 、专家评审 、社
会公示、评审委员会审议等程序，于
12月20日正式向社会公布。

湖南新增21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