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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通讯员
田明时 陈智勇 李鹏程 记者 李寒
露）11月27日， 记者沿着正在施工
改造的沅澧干线5号大道来到汉寿
县采访，在高尔夫小镇、清水湖国际
旅游度假区等一批投资50亿元以
上的项目建设现场， 工人们正利用
晴好天气紧锣密鼓地施工；投资15
亿元的银河国际汽车城一期项目已
投入运营；集观光旅游、农业技术示
范、 文化演艺于一体的思雅园农业
生态项目，游客如潮。

去年以来，该县坚持“招商引资是
唯一选择，项目建设是唯一载体”的发
展理念，全县上下实施项目攻坚，狠抓
招商引资。今年，该县进一步扩大招商
引资成果， 县领导和全县100多个单
位及部门负责人凝聚合力， 县委书记
杨昶和代县长车世忠，先后10多次带
队赴珠三角、长三角对接招商，引进了
上10亿元资金项目10多个。 同时，该
县还建立健全了招商引资领导小组，
全力促进招商引资签约项目早开工、
早建设、早投产。

该县为保障项目用地，实行“征拆
腾地”与“盘活闲地”并举；为优化政务
服务，该县继续简政放权，政府部门行
政权力由过去的4852项精简至2790
项； 该县全面推行并联审批、 模拟审
批、“三证合一、一照一码”等制度，进
一步提高行政审批效率；赋予高
新区28项县级管理权限，基本实
现了园区内企业的“一站式”服
务。同时，该县实行“一对一”帮
扶，建立“一条龙”服务责任体系，
力促项目落地生根。

据了解， 该县去年在“百日攻坚”期
间引进落户高新区的首家进驻企业———
信美鞋业，创造了15天完成从签约到落地
投产的“汉寿速度”。从去年8月至今，该县
共引进招商项目123个，总投资141.1亿多
元；落地项目86个，投产项目54个。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勇军 ) 11月27日 ,湖南圣心医生
集团在常德正式挂牌启动。 这是我
省首家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注
册、 由卫生计生部门批准执业、 具
有独立法人资质的医生联合体 ,也
是一家力促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为
实现人民群众健康梦想而组建的一
家股份制集团公司。

该集团秉承服务医生、 服务医

院、 服务患者、 服务社会的宗旨， 致
力构建名医汇聚的中心、 专家下沉的
载体、 就诊咨询的平台， 真正让医生
多点执业的政策落地； 坚持依托信息
技术， 把大量名医专家空余时间高效
利用起来服务于患者； 坚持依托直属
和协作医疗机构平台， 为加盟医生自
主创业创造良好条件。

这家集团依托一支技术高端的医
疗专家团队， 以国家、 省级专家为重

点， 以市级专家为骨干， 组建起了
涵盖心血管内科、 呼吸消化内科、
神经内外科、 肝胆外科、 肿瘤科、
泌尿外科、 心胸外科、 妇产科、 儿
科等多个学科专业团队。 目前已有
美国华盛顿大学痛疼中心主任易晓
彬教授、 著名老中医熊继柏教授等
50余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及重量级名
医联袂加盟， 与国内70多家三甲、
二甲医院建立了稳定的协作关系。

该集团的终极目标是在未来3至5
年， 集团业务将覆盖全省大部分地区，
实现加盟医生上万名， 合作医疗机构
超500家， 链接高端养老机构50家， 服
务高端客户家庭5万个， 形成医生集团
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来自省卫计委、 省医改办的负责
人以及100多名医疗专家参加了今天的
启动仪式。 省卫计委党组书记、 省医
改办主任詹鸣称赞圣心医生集团开全
省之先河,在深化医疗改革中,为优质医
疗资源下沉打开了便捷通道； 为医生
多点置业提供了落地平台； 为减轻群
众负担开辟了有效途径。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徐亚平 徐典波 通讯员 杨志平 沈
岳新）今天，地处偏僻的临湘市黄盖
镇广坪村口，悬挂有“黄盖镇广坪惠
农现金服务示范点” 招牌的田亮超
市门庭若市，前来办理交水电费、转
账汇款、小额取现、换零钱、兑残币
等现金服务的村民络绎不绝。 人行
岳阳市中心支行行长曹平辉称：“银
行将10多项现金服务送到农民家
门口，使新钱投得出、破钱收得回、
假钱辨得准， 农村现金流通无序状

态也得到了明显改善。”
农村破币难以退出流通领域，新

币又难以投放下去， 导致兑零难兑残
难、现金流通处于无序状态。去年初，
人行岳阳市中心支行率先全省， 在临
湘市试点， 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在助农
取款服务之外，加载现金服务功能。临
湘市成立了村级惠农现金服务示范点
标准化建设工作领导小组，3家相关金
融机构作为主办行，先后投入35万元，
在江南镇四合村、 儒溪镇排贝村等行
政村建立6个示范点。示范点推行“助

农取款服务点+惠农现金服务示范
点”模式，完善资金查询、限额转账、
小额取现、 公用事业缴费等助农取
款服务基本功能， 并加载真假人民
币鉴别、 残损人民币兑换和小面额
人民币供应等农民急需的现金服务
功能。

岳阳激活“主办行+现金+惠
农现金服务示范点+农户” 机制，
在示范点、 农户之间建立起现金
服务绿色通道。对于残损币兑换，
示范点商户可直接根据有关标准

向农户兑换， 再向主办行申请批量兑
换；商户如把握不准，可与农户共同封
签，由商户到主办行兑换后交农户。针
对小面额人民币供应难的现象， 示范
点商户可向主办行提出申请， 主办行
收集上报至人民银行解决， 切实方便
了群众。

现金服务试点推行以来，示范点发
放宣传资料8000余份，开展反假人民币
宣传活动350余次， 提供人民币真伪鉴
别近1000人次； 兑换小面额人民币
5018笔，服务群众2.3万余人次。

湖南圣心医生集团启航
未来3至5年， 实现加盟医生上万名， 合作医疗机构超500家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刘辉霞 易惜
生）“在公园漫步和锻炼时，读一读
这些充满正能量的文字，可以让人
受到感染和启迪，加深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今天，徜徉在
洪江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主题公园里，该市黔城镇桔园小区
居民周明感
慨地说。

今年，
洪江市在城
区黔城镇一
处 长 3000
米、宽100米
的生态绿化
休 闲 场 所
中， 建立首
个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教育主题公
园， 使美景
与美德相得
益彰。 主题
公园内 ，随
处可见图文
并茂的宣传
内容， 包括
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24
字、 图解中
国梦、“遵德

守礼”提示、“十不”行为规范等，让市
民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洪江市利用主题公园这个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该市
每周五在公园内举办一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原创广场舞培训， 还在
主题公园内举办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演讲比赛。

洪江市建主题公园传播核心价值观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叶仁来）11月27
日，郴州市举行纪念发掘湘昆60
周年暨传承与发展研讨等系列活
动， 吸引众多昆剧专家及爱好者
参加。

昆曲发源于江苏昆山， 至今
有600余年历史，被誉为“百戏之
祖”。明代中期，昆山腔流传到湖
南南部。因此“湘昆”就是湖南昆
曲的简称，与南方苏昆、北方北昆
同源。 湘昆主要流行于湖南郴州

桂阳、嘉禾、临武、宜章、永兴和永州
的新田、宁远、蓝山一带，主要以桂
阳为其发展和活动中心。 被肖克将
军誉为“昆曲兰花艳，湘昆别一枝”。

2001年5月，昆剧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
质遗产代表作”。 位于郴州市的湖南
省昆剧团成立于1960年，是全国7个
昆剧院团之一。其前身为郴州专区湘
昆剧团。50多年来，发掘、整理和创作
演出大戏60多部， 折子戏100多折。
有3人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

郴州举办湘昆60周年纪念活动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谭珍利） 今天上午，记者来
到衡东县城迎宾路公厕，发现厕内干净
整洁无异味，洗手盆的下方放置了灰色
防滑垫；水龙头换成感应龙头，洗手台
上放有洗手液， 厕内还有卫生纸架。墙
上张贴文明宣传牌，制作美观的保洁流
程表和保洁记录栏，体现人文关怀。

衡东县委常委、县委宣传部长刘运
仕告诉记者，今年11月19日，国家住建
部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在青岛召开
“世界厕所日暨中国厕所革命宣传日”
活动，开展评选“中国最美公厕”。在评
选活动中， 衡东县城3座公厕进入全国
“最美公厕”行列。其中迎宾路公厕荣获
“最美公厕综合奖”、交通东路公厕荣获
“最美公厕科技奖”、南街小区公厕荣获
“最美公厕管理奖”。

近年来，衡东县高度重视公厕建设
和改造。该县环卫局对县城区迎宾路等
10座公厕维修改造，严格按照国家卫生
县城公厕标准进行维修，并确保公厕卫
生整洁。

衡东3所公厕荣获
全国“最美公厕”称号

� � � � 11月26日， 龙山县里耶镇比
耳村，村民在采摘“里耶脐橙”。目
前， 该县柑橘种植面积达14.3万
亩，年产量稳定在10万吨以上，产
值达2亿元， 带动了果农脱贫致富
奔小康。

曾祥辉 黄宜超 摄影报道

“里耶脐橙”
出深山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11月 27日

第 20163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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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6 1040 640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425 173 246525

9 16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11月27日 第2016139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01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416426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5
二等奖 9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9936561
7 32822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161
60280

1234234
8495682

28
2182
48456
340945

3000
200
10
5

0306 26 28 3019

投新钱 收旧币 辨假钞

岳阳岳阳 把现金服务送进村

去年8月以来共引进项目123个，投资总额141.1亿多元
汉寿汉寿 项目攻坚硕果累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