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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洪先平

新年伊始，武冈市晏田乡蕉林村36岁的
乡村医生唐碧萍坚定了扎根基层、 服务乡亲
的决心。

她原本是一名教师。2016年，完成了3年
本土化乡村医生培训的她， 转行回到自己的
家乡当一名乡村医生。

当下，大多数年轻人都愿意外出打工，唐
碧萍为何甘愿留在乡村？给她吃的“定心丸”，
是政府新修建的标准化村卫生室。

升级：200平方米，10间房子
和77件设备

在晏田乡蕉林村，青山绿水间，一栋白墙
红瓦的建筑，特别打眼。走近一看，是新建的
乡村卫生室。

卫生室干净明亮，诊断室、治疗室、药房、
康复室等一应俱全， 每个卫生室还配备了超
声雾化器、健康一体机等，集测血压、血糖、血
氧饱和度、尿常规、体温、心电图、心率等功
能，还能直接通过网络上传数据，为村民们建
立健康档案。

“以前看病是家用诊所，听诊器、体温计
和血压表‘老三样’。如今好了，政府建了200
平方米的卫生室，10间房子分室摆设合理，
77件设备一应俱全，看病按流程来，规范多
了。”唐碧萍喜欢这个“新家”。

村民们也乐意来这里。蕉林村11组56岁的
唐美贞，患有类风湿疾病，每次疼痛发作都要

打针止痛。“现在看病省心多了。”她告诉记者，
以前都要跑镇医院或市医院打针、买药，来回
折腾几个小时，费钱又费时。现在新建的村卫
生室条件好，只需步行十几分钟就到了，还可
以免费测血压、血糖等，医生水平也不差。

覆盖：299个村， 村村都将有
标准化卫生室

其实，像蕉林村这样的卫生室，武冈市已
经建成227个并投入使用。 春节前，299个村
将“全覆盖”，可实现村村都有一个标准化的
卫生室。

武冈市委书记侯文介绍， 这是武冈市从
2015年下半年起全力实施的“健康按揭”工
程， 旨在快速补齐农村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短
板。 每个村卫生室平均投资35万元左右，统
一设计图纸，统一建设标准。按照“村用、乡
管、国有”的要求，村卫生室土地、房屋、设备
为国家所有，产权归属乡镇卫生院，村医负责
日常维护管理。

“村卫生室是农村疾病预防的第一道防线
和基本医疗的首诊场所。新一轮医改提出要保
基本、强基层。没有良好的阵地，就配不好设
备，也留不住技术好的村医。为了让老百姓‘小
病不出村’，迈好分级诊疗第一步，这就倒逼县
级政府托底建设标准化村卫生室。”侯文解释。

房屋、设备、人员，是制约农村医疗发展
的三大瓶颈，亟待解决。但是，钱从哪里来？

武冈市想了一个“健康按揭”的办法，向
国家开发银行争取了1.05亿元中长期低息贷

款，保障建设与设备经费。据悉，这些贷款从
政府对基层医疗卫生的专项经费中按年度分
批偿还，10年至15年可全部还清。也就是说，
打一个“时间差”，政府每年的实际投入没有
增加，老百姓提前享受改革成果。

效果：村民、村医、医保三赢
武冈市打通群众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

后，越来越多的村民选择在村卫生室就医。
武冈市卫生计生局局长张永华告诉记

者，据20个村卫生室的动态监测，村级门诊
人次平均上升1.35倍，村级首诊率近60%，县
域就诊率达93%， 门诊费用直接支出同比下
降23%。

小病不进大医院，老百姓负担减少了，同
时财政的新农合支出也减少了。2016年度武
冈市将结余农村医保资金5000万元左右，可
用于贫困户的大病保障。

村卫生室修好了，设备配好了，村医的待
遇也提高了。据了解，村医完成签约服务好的
年收入稳定在6万元左右，越来越多像唐碧萍
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到村医队伍。

为了建强村医队伍， 武冈市财政出资选
送热爱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的年轻人参加本土
化乡村医生培养； 大医院的医生每周一天下
到卫生室坐诊带班，帮助村医提升服务能力。

据悉，武冈市下一步将主攻乡镇(中心)
卫生院的提质升级改造， 加快武冈市人民医
院创建三级医院工作， 把农村三级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这张健康网扎得更牢，努力实现“小
病不出村”“大病不出县”。

村卫生室升级
百姓看病省心
———武冈市深化农村医改探索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余蓉 通讯
员 周承志）今天，由湖南省教育厅组织评选
的2016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和新闻人物
在长沙揭晓。

2016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分别是：湖
南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建设“科教强省”目
标,省委书记杜家毫、省长许达哲强调尊师重
教，《湖南省中小学校幼儿园规划建设条例》
颁布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纵深推进，湖南考试
招生制度将迎来重大改革， 乡村教师支持计
划深入实施，湖南发布义务教育办学标准，湖

南职业教育招生回暖， 湖南教育系统标本兼
治推进从严治党，长沙实施“最严招生令”。

2016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人物分别
是：“走进麻风康复村的女大学生” 陶汝琴，
“中国智能控制的奠基者” 蔡自兴，“师德家
风践行者”吴才有、鲁德权、杨群康，“校园安
全卫士” 师孝清，“改写物理学定律的学霸”
胡樑栋、 连丁坤，“最美援疆干部” 陈书国，
“助学爷爷”陈昌世，“护鸟达人”文加质，“扎
根偏远苗乡的80后夫妻”张媛、周兴华，“火
箭教师”李贤武。

2016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
和新闻人物揭晓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唐明登)
在芦洪市逛古街，在高岩水库玩水，在广利桥怀古。元
旦3天假期，天气晴好，东安县各乡镇的上百个景点、
数千家农家乐，大多爆满。该县推行以自驾游、家庭游
为主的微旅游，催热了该县全域游，据统计，近3天每
天到东安各景点、农庄游玩的县内外游客超过10万人
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0%以上。

“东安山清水秀，美丽如画，景点多，有特色。” 1
月2日，来自广西桂林的刘先生一家6人 ，到塘家山拍
梯田，到白竹村看古樟，到芦洪市品东安鸡，一家人玩
得非常尽兴。

东安县既是中国德文化之乡，又是全国武术之乡
的“文武双全”县。境内有湘江第一湾、画山秀水黄金
洞、人间仙境高岩湖等，现存全国、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广利桥、树德山庄、吴公塔等100多处名胜古迹和
景点。

为打造全国知名微旅游目的地，建成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县，该县深入推进“互联网+乡村旅游”，促进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景点全域、观念全域、服务
全域，大力发展说走就走、快去快回、自助自理的微旅
游。充分利用“全国武术之乡”和“中国德文化之乡”两
张绚丽的名片，打响“微旅游”品牌，丰富旅游产品业
态和人文内涵。

湖南日报1月3日讯（曹辉 蒋睿 王宁）
在2017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湘潭市11位县
市区委书记、市直系统党（工）委书记集中
“赴考”，就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进行集中
述职。湘潭市委书记曹炯芳逐一对述职报告
进行了点评。

县市区委书记履行基层党建工作责任述
职评议在湘潭市已连续开展3年。 他们再次走
进“考场”， 晒出了一年来抓基层党建工作的
“成绩单”:“湘潭县投入资金3000万元，规范化
建设村级活动场所129处。”“湘潭经开区全年
新建48家企业党组织， 找回了2100名企业党
员，实现了党员和党组织全覆盖。”……

述职中，11位书记还突出问题导向，既
查摆基层党建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又查摆个

人履职方面的突出问题，并结合实际列出整
改措施和时限。

为避免述职走过场，2016年11月，湘潭市
委组织部专门抽调20多名干部组成2个调查
核实组， 围绕基层党建工作8个大项35个小项
内容，深入各个县市区、园区以及有关市直单
位，看现场、查资料、访群众，充分掌握述职对
象的第一手“实”绩，做到不虚不空不偏。

“成绩属于过去，我们现在必须总结经
验，以问题为向导，整改到责到位。”湘潭市
委书记曹炯芳在会上表示，抓好党建工作是
强化“四个意识”的硬要求。下一步，全市党
建工作将围绕增强力量配备、 提高党员素
质、保障办公条件、资金投入等方面展开，推
动全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

11名书记新年“赶考”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刘联波）“舜皇山风光名不虚传。”1月1日，
来到东安县舜皇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的广州
游客唐明，被眼前的美景折服。

舜皇山主峰海拔1882.4米，面积14549

公顷，森林覆盖率达91.8%，有原始次生林
5300公顷，空气负离子含量每立方厘米高
达10万个。 近年， 舜皇山景区大力开发阳
江漂流、女英溪、娥皇溪等精品路线，旅游
项目更丰富，游客参与度增强。2016年，景

区接待游客102.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
入1.52亿元，比上年均增长近三分之一。几
天前，景区通过验收审核，成为国家4A级
旅游景区。

景区升“4A”， 舜皇山名声更响。“元
旦小长假头两天，景区旅游人数、综合收
入同比均增长30%以上。” 景区负责人向
记者报喜。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艾志飞)寒假将至，永州市各学校正忙于为此
前认定的5644名贫困学生退还学杂费。1月3
日，永州市教育局学生资助中心主任吕名荣介
绍，该市于2016年5月，在全国率先建立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信息平台， 登记72项具体信息，
包括贫困学生基本信息、学籍信息、资助信息、
家庭情况信息等。至2016年底，全市共认定并
资助了18万名贫困学生。

记者登上永州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
息平台，该市认定的18万名贫困学生的信息

及受资助情况等一键可查。 精准认定机制
下，永州市各项资助捐助高效开展。据统计，
2016年， 该市学前教育入园补助资助2万
人，资助金额共计970万元；普高助学金资
助1.65万人，资助金额1587万元；中职国家
助学金资助、免学费资助5.18万人，资助金
额6041万元； 为贫困大学生办理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1.67万人， 贷款金额1.32亿元，
约占全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总额20%；被
认定的其余7.5万名贫困学生， 也获得了各
种各样的资助。

永州18万名贫困学生获精准资助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廖声田 通
讯员 李远明 ）新年刚至，记者从张家界黄
龙洞景区获悉， 刚刚过去的2016年， 共接
待进洞游客181.58万人次， 经营收入突破

1.6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刷新两项历史纪
录， 在全国300多个溶洞类景区中连续10
年位居首位。

黄龙洞因拥有神奇壮观的岩溶景观，被

赞誉为“中华最佳洞府”“世界溶洞奇观”。
2016年景区开通“导游魔方”， 实现刷证游
览，完成免费WIFI洞内洞外一网互联，在全
国溶洞景区率先开通微信直播平台， 实现全
域智慧旅游。

从去年7月开始，景区举办“洞听黄龙”艺
术季活动，抢占文化旅游高地，知名度和美誉
度大幅度提升，中外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年接待量突破180万人次，经营收入突破1.6亿元

黄龙洞景区刷新两项纪录

舜皇山景区升级游客大增

东安微旅游 催热全域游

农业普查
入户登记

1月3日，洪江市江市
镇里坪村，第三次全国农
业普查工作人员在进行
入户登记。该市树立数据
质量第一的思想，严格执
行普查方案、严格审核普
查数据，确保普查结果全
面准确、客观真实。
杨锡建 李林 摄影报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 月 3日

第 2017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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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8 1040 642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36 173 300328

6 0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1月3日 第2017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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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07519355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4
二等奖 6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3 39137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754
42035
909104
7750722

14
1653
36582
299045

3000
200
10
5

0319 24 25 3223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陈薇）日前，
第14届“TPOTY� 旅行摄影师奖大赛”在英
国揭晓。16岁的长沙伢子龚子杰荣获该大赛
青年组(15-18岁)亚军。据悉，该大赛是全球
十大摄影赛事之一， 其获奖作品将于2017
年5月至9月在伦敦等地展出。

2016年8月， 龚子杰在父亲的带领下
沿着中国最美的川藏线一路创作。他在西
藏采风的一组组图在第14届“TPOTY� 旅
行摄影师奖大赛”中获奖。图片里有大方、

阳光、戴着野花的藏族女孩，也有怯生生
从帐篷里伸头出来打量陌生人的藏族小
孩。龚子杰说，自己在拍摄时并没多考虑
构图、表情，只是随着自己的直觉去拍那
些美好的照片。

据了解，这不是龚子杰第一次获国际摄
影大奖。2015年，他曾凭借作品《墙头草》获
2014美国国家地理中国区一等奖， 在湖南
摄影界“一图成名”，当年他才14岁，是名初
中三年级的学生。

16岁长沙伢子再获国际摄影大奖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于振宇 通讯
员 罗丰收 余虹） 持本人身份证修改自己银
行卡密码将钱取出，却触犯了刑法，构成了盗
窃罪而获刑。2016年12月29日， 衡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对杨某盗窃案依法维持了原判：判
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一个月，并处罚金5万元。

2014年11月，陈某决定投资股市，邀请
罗某作为操盘手进行买卖。出于信任，陈某
借用罗某表弟杨某一个闲置的招商证券账
户进行交易。杨某同意，并提供证券账户号
和交易密码给罗某。 同年12月5日和12月8
日，陈某先后共将200万元作为炒股资金交
给杨某投入其招商证券账户中，并修改了账
户交易密码。

2015年4月初，罗某发现证券账户资金

有异，经询问发现，从2015年1月起，杨某通
过平时罗某上网查看该证券账户的交易情
况时得知交易密码，陆续从证券账户转出资
金并取款69600元挥霍。罗某随即于4月7日
对证券账户交易密码再次修改。杨某得知交
易密码被修改，心中忿忿不平，于次日赶到
长沙持本人身份证对招商证券账户交易密
码进行修改， 将其中160万元炒股资金转
走，取款99.6万元后藏匿。罗某发现证券账
户资金消失后开始寻找杨某，杨某将53万元
归还给陈某，拒不交代其余资金的去向。

2016年4月11日，衡阳市蒸湘区检察院
以盗窃罪对杨某提起公诉，衡阳市蒸湘区法
院依法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十一年一个月，杨
某上诉，衡阳市中院依法维持原判。

账户借给他人炒股却将资金转走藏匿
衡阳一男子因盗窃罪获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