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陈咏涛 戴军

“土屋变新楼，我没花一分钱，党的
政策真是好，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1月2
日,�衡阳县界牌镇将军村村民姚展生喜
迁新居，逢人便夸党的政策好。

这天， 将军村易地扶贫安置点热闹
非凡， 该村首批易地搬迁贫困户搬进了
新家，给他们摆脱贫困带来了新希望。

天刚麻麻亮， 将军村的贫困户们便
开始忙碌起来。 年近七旬的贫困户姚展

生中年丧子，他和老伴身体不好，一直住
在老土砖危房里，这次要搬新家，女儿女
婿也专程从南岳赶回来帮忙， 老两口心
里格外高兴。

“之前，我们住在不足60平方米的土
坯房内，年久失修，土坯房成了危房。”老
姚说，家里潮湿阴冷，生存条件很差。 两
间土砖房墙倒屋顶塌，急需整修。 无奈，
近两年来， 老姚夫妇只好在几个亲戚家
轮流借住，虽然亲戚没说什么，但他们心
里不是个滋味，时不时回到老屋，在堂屋
里坐一坐，在门前站一站。

“有家的感觉真好，感谢党和政府的
精准扶贫政策！”老姚说，“不然我们不可
能住这么好的屋。 ”

吃过早饭， 姚展生便和乡亲们挑着
搬家的物品从山上出发了，山路崎岖，坡
陡路滑， 但是贫困户们脸上都写满了笑
容。 随着安置房前一阵阵鞭炮声响彻山
间， 贫困户迫不及待地走进自己的新房
子，整理房间，个个乐开了花。

记者看到， 安置点坐落在将军村山
脚下，这栋蓝瓦白墙两层楼房十分耀眼，
屋前是宽敞的水泥场坪， 房子水、 电到

户，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
生活十分方便。

“房屋水电全部安装好，在前坪还安
装了体育健身器械， 方便居民锻炼身
体。”将军村党支部书记屈桂初说，“我觉
得生活在这里比衡阳市里还要好， 山清
水秀，空气清新，有田有土，其乐融融。 ”

屈桂初告诉记者，2016年将军村共
有31户易地扶贫搬迁户， 这天已搬迁入
住12户， 剩余19户将分两批在今年春节
前全部搬迁入住。

“界牌镇党委、政府将借助于将军村
独特的山水生态环境， 加大项目引进力
度。 ”界牌镇党委书记祝中华说， 在产业
扶贫方面， 将给扶贫户带来切实可行的
有效路子，助力他们脱贫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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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曹辉 通
讯员 周炫 钟文兴） 湘潭市岳塘区的王
先生得了重感冒，按以往，他肯定会去大
医院就诊。 但1月2日他来到了社区诊所
看病，几分钟就检查完并领到药。 他说，
湘潭正在实施“分级诊疗” 缓解“看病
难”，“小病进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
社区”的新型医疗服务模式正逐步建立。

建设健康湖南，医改是“重头戏”，也
是“攻坚战”。近年来，湘潭市全面推进医
卫改革、 全民健身， 靠医疗卫生服务的

“小处方”和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健康素质。近日，该市
被确定为第四批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
国家联系试点城市。

湘潭市充分发挥改革试点城市和湖
南健康产业园新平台的作用， 走事业化
和产业化路径，全面推进改革、加快医药
卫生事业发展。 2016年，该市出台《深化
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方案》，通过
改革， 使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得到进一步
优化， 全民医疗保障制度运行效率进一

步提升，药品供应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
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公平性与可及
性进一步增强， 医务人员积极性与创造
力进一步激发， 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
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突出“公益性”。
去年10月1日起，湘潭城市公立医院全面
实施药品零差率销售， 医疗服务价格进
行适当调整。实施一个月，湘潭市医院药
占比等指标明显下降。 城市公立医院药
占比同比下降5.73%，仅占29.19%。

作为全省首个全民健身示范城市，
湘潭市着力推进全民健身科学化、 体育
设施便民化、群体活动常态化、服务体系
网格化， 将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
合。 目前， 该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1.63平方米， 形成了以大型体育场馆为
支撑，以街道、社区、乡镇、村基层体育设
施为重点，以学校、绿地、广场、公园和民
营健身设施等为补充的“10分钟健身
圈”。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戴勤 蒋
剑平 通讯员 宁翠晚）新年第一天早上，
在邵阳市双清区计划生育药具站， 工作
人员将30份避孕药具放入印有“计划生
育”标识的包装盒，准备免费快递给通过
避孕药具微店下单的育龄群众。 自2016
年8月下旬开办避孕药具微店以来，该站
已接到申领药具的“订单”162份，发放避
孕套2300只。

2016年，双清区以创建新一轮全国
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单位为契机，创
新模式，为群众提供“心贴心”计生服务，

受到广大群众称赞。 为了确保“全面两
孩”政策落地后母婴健康安全，双清区实
施以“一登记、两评估、三筛查”为主要内
容的母婴平安工程，即：二孩生育意愿登
记，孕前风险评估、产前风险评估，孕期
疾病筛查、新生儿疾病筛查、新生儿听力
筛查， 推动妇幼保健计生服务机构标准
化建设与规范化管理。同时，将婚前医学
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增补叶酸等纳
入全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 实行城
乡全免费。

为关爱计生特殊家庭， 双清区从

2016年初开始开辟绿色通道， 为全区
127户计生特殊家庭办理了“就诊优先
证”。凭此证可在全市各定点医院优先就
诊， 并享受在县乡两级医疗机构住院医
疗费用政策内全报销、 县级以上定点医
疗机构提高10%报销比例的优惠。

双清区还创造性开展“互联网+”
计生面对面服务，开办了避孕药具微
店，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育龄群众可
在微信公众号上了解各种计生知识，
并可通过公众号提供的联系方式，直
接向相关职能部门咨询有关问题。 微

信公众号现有700多人关注， 共答复问
题2000人次以上。 全区计生工作不断上
台阶， 先后获得全国计划生育优质服务
先进单位、 全国妇幼健康服务工作先进
集体等多项“国字号”荣誉，并实现流动
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数据零失误。

湖南日报记者 李文耀

湖南师大中文系毕业、 国家一级运
动员、 身高1.86米的长沙“帅哥” 彭
跃， 本来在学校当老师， 他却一门心思
想着自己创业， 最终“下了海”。 新年
前夕， 记者见到他时， 他正在浏阳乡下
喂鸡。

食品安全令人忧
“帅哥” 起意去养鸡

到山里去养鸡的念头， 起源于家中
那个爱“唠叨” 的老婆。

“帅哥” 的爱好居然是———烧菜。
为了上学的女儿， 彭跃总是细细密密地
花着心思准备一日三餐。 但家中那个当
教师的老婆爱“唠叨”， 总不忘叮咛他：

“现在食品不安全， 吃的东西要洗3遍，

小菜还要用清水泡半小时。” 彭跃想，
“以后我自己种菜、 自己养鸡， 看你怎
么说。”

心中有了一个念头， 就像落下一颗
种子。 两年时间里， 彭跃不断上网找资
料看视频， 还找专家请教。 渐渐地， 家
里人都觉得很奇怪： 一个学中文的， 怎
么老看种养类的书？ 彭跃只是笑笑， 什
么都不说。

2015年3月6日， 已40岁出头的彭
跃和几位朋友来到浏阳市社港镇。 驱车
上山， 看到一间土砖房， 还有那顺着山
势曲曲折折流淌的山泉， 心里怦然一
动： “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2016年3月10日， 他就和当地农民
签订了山地租赁合同。

彭跃跟老婆讲自己要办一个生态农
场养土鸡时， 老婆沉默了一分钟， 才问

了一句： “你会养吗！” 彭跃笑一笑：
“其实我准备两年了。”

扎根山中做生态
山更绿来水常清

住在山里的人家，陆续搬到了镇上，
如今只剩下山谷口徐爹老两口和他90多
岁的娘。 山谷里，二三十年没有住人，路
都没有了，也没有电，徐爹晚上都是点煤
油灯照明。 彭跃来到山里，为了通上电，
又不破坏山里的原始环境， 他费尽了脑
筋。他坚持不用工程机械，硬是七八个人
抬一根水泥电线杆，慢慢往上挪。费了九
牛二虎之力，山谷里第一次通了电。

取名叫“诞森记” 的养鸡基地建成
后，彭跃一个人住在大山里。沿着山路曲
折向上，一条清澈见底的山泉映入眼帘。
花了半个月时间拉埋管道， 彭跃从山顶

把泉水引到了基地。从此，人和鸡都喝上
了山里的矿泉水。

生态、环保，在这儿不再是一个时髦
的概念，而是每天具体的生活。

5000多只鸡，每天产生的粪便就有
500多公斤， 如果处理不当， 将会对土
壤、水、空气等造成污染。 鸡粪也是鸡群
病菌交叉感染的最大源头。于是，彭跃试
着用饭团采集当地大山深处的有益菌
种，通过一个月发酵、扩繁，制成了适合
当地水土环境的有益菌群， 然后喷洒在
40厘米厚的鸡舍垫料上， 形成一个益生
菌发酵床。鸡粪是有益菌群的养分，有益
菌群对鸡粪进行分解，形成了良性循环。

为保持原始生态环境， 彭跃宁愿多
花一点钱，也尽量少砍一棵树。山上时常
会踫上砍柴的乡亲， 彭跃总是心疼得不
得了。他拉着老乡唠家常，唠熟了总会劝
两句：“一棵树长这么大，也不容易呀!”

彭跃说，做生态农场，不仅仅是为了
让家人朋友吃上放心的好东西， 更希望
能够让这里的山更绿、水常清。

望城建立“三级联动”
社会管理新模式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谢璐 通讯员 游宇红 ）
“江岸花城小区发生停水纠纷， 群众纷纷抱怨。” 近日，
长沙市望城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接到“110” 报警电话。
经初步了解， 原来是小区开发商拖欠了数万元水费， 经
催缴无效， 自来水公司按正常流程停止供水。 指挥中心
直接将案件派单至相关的一级联动单位区住房保障局与
二级联动单位高塘岭街道， 经联合调度， 自来水公司同
意先无条件恢复供水后续再行协调， 当晚7点， 小区恢
复供水。

“依托应急联动指挥中心， 望城建立起全新的‘三
级联动’ 社会管理模式。” 望城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主
任周国如介绍， 中心联合各区直部门、 街道 （镇）、 社
区 （村） 搭建起34个一级联动平台、 37个二级联动平
台、 25个三级联动平台， 通过指挥中全区共享城市管
理、 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三网” 信息数据， 同时将全
区划分为529个网格， 每个网格配备网格长、 网格民警、
网格调解员、 网格处置员、 网格信息采集员， 将14家社
会事项处置部门职能职责分解成36大类126项社会治理
问题， 明确责任主体， 从而实现了社会综合治安的和谐
稳定、 社情民意的上传下达。

自2016年3月该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成立以来， 已
成功办结2734条社会管理类案件。

“江豚卫士”鏖战洞庭
对“胡须杆”露头就打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徐典波） 今天， 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志愿者在东洞庭江豚活动区巡逻时， 成功阻击了1
起“胡须杆” 非法电捕鱼。 “电鱼者违法时间、 水域更多
变， 电鱼设备也越做越‘先进’。” 志愿者呼吁， 有关部门
应该科学应对， 加大力度， 严厉打击非法捕鱼行为。

8时50分， 江豚保护协会接到一线志愿者密报， 湖上
有人电鱼。 协会闻讯而动， 旋即组织志愿者进行阻击，
并向渔政部门举报。 一刻钟后， 岳阳县渔政局城陵矶站
副站长姜明带领执法人员邓涅、 王超赶到楼西湾水域，
发现汉寿农民黎某父子驾着2条电船正在非法电捕鱼。 渔
政执法人员随即依法没收了其电鱼设备， 对其进行了批
评教育。

记者见到， 黎某使用的是一种俗称“胡须杆” 的电鱼
设备。 “胡须杆” 由电瓶与变压器配合供电， 通过两根长
竹篙支撑电网来非法捕鱼。 城陵矶站站长彭向明表示：

“胡须杆成本低易制作， 电鱼者往往选择丢弃脱身， 给执法
取证带来一定难度。”

目前， 洞庭湖正值枯水季节， 为保鱼类和豚类平安，
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在湖上秘密安排“眼线” 以阻
击违法行为， 节假日也在坚守。

孕妇突发阵痛
车站救助产子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王波）“万分感谢火车站的工作
人员！ ”2017年元旦一大早，旅客申全
民将一面锦旗送到祁阳火车站，感谢车
站帮助他妻子顺利生下婴儿。

事情源于2016年12月31日7时4
分。 K9127次列车刚停稳在祁阳火车
站一站台， 一名旅客急急忙忙跑向车
站客运员刘建军：“我老婆要生了，请
帮帮忙！ ”

这名旅客就是申全民， 他的妻子
是一名高龄孕妇， 准备元旦假期回家
待产。没想到火车刚过祁东县，孕妇突
发阵痛，马上就要临产了。

刘建军立即将这一紧急情况报告
值班站长吴升。 吴升随即拨打电话
120， 并通知值班员准备轮椅给孕妇
休息， 又安排好客运员在出站口引导
救护车进站台。

7时20分，救护车开进站台，众人
一同将孕妇抬上车。 5分钟不到，孕妇
就在救护车上顺利产下一婴儿。

探索健身与健康深度融合之路

湘潭市跻身医改“国家队”

双清区计生服务“心贴心”
获得多项“国字号”荣誉

城里“帅哥”乡下养鸡

“有家的感觉真好”

� � � � 2016年12月31日，长沙市望城区黄金园街道英雄岭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小车在乡村
道路上行驶。2016年望城区按照“彰显特色、精致精美”的建设原则，共部署进行了22个市级
美丽乡村示范村、特色村建设，全部通过验收。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唐杰 摄影报道

创业记

“弘扬长征精神，当好忠诚卫士”

株洲市纪检监察系统
举办演讲比赛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张斌 通讯员 温钦仁） 近
日， 株洲市纪检监察系统“弘扬长征精神， 当好忠诚卫士”
演讲比赛决赛在该市广播电视台举行。

2016年10月以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弘扬伟大
的长征精神， 株洲市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了“弘扬长征精神，
当好忠诚卫士” 演讲比赛， 来自全市各县市区、 市直机关
纪检监察系统的13名选手脱颖而出。 此次决赛， 经过激烈
角逐， 来自攸县纪委监察局的欧阳贵、 荷塘区纪委监察局
的赖婧荣获一等奖。

“纪检干部要从自身严起， 从点滴做起， 磨利刃、 重
亮剑、 当尖兵。” 株洲市委常委、 市纪委书记赖馨正告诉记
者， 弘扬长征精神， 必须政治坚定、 对党忠诚， 时时、 处
处、 事事对党忠诚， 时刻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必须挺纪在前、 严格执纪， 坚持有腐必反、
有贪必肃， 坚持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此外， 还必须
素质过硬、 不辱使命，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20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99
686
8747

4
20
232

145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1733
96959

350
249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月2日 第2017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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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1523911 元
01 2307 10 11 12 17 25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月 2日

第 2017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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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3 1040 575120

组选三 803 346 277838
组选六 0 173 0

7 97

建设美丽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