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付姣龙 陈兴国）“国家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政策好， 村卫生室建
到家门口不远，如今看病方便多啦。 ”12
月6日，祁东县黄土铺镇双溪村患有高血
压、年逾六旬的村民肖高岭，一大早来到
离家500米的村卫生室就诊， 乡村医师
马上给他量血压、开药。

肖高岭说，以前看病要到离家8公里
远的黄土铺镇中心卫生院。今年11月初，

他到镇中心卫生院检查治疗高血压，花
医药费300多元，还耽误了一天。 这次不
到10分钟就看了病，乡村医师免费给他
开了两盒价值15.6元的降压药。

祁东县县长胡果雄介绍， 该县是省
级贫困县， 全县有296个行政村， 其中
贫困村55个。 撤乡并村改革前， 全县共
设置村卫生室743个， 分布零散、 条件
简陋， 多租用民房、 废弃学校等， 没有
一所标准化村卫生室。

今年3月， 祁东县委、 县政府出台
“村级卫生室建设实施方案”， 明确要求
全县296个行政村建设一所标准化卫生
室。 村卫生室由县委组织部牵头， 县卫
计局统一标准， 县城建投统一建设。 每
个村卫生室业务用房不少于120平方米，
内设诊断室、 治疗室、 处置室、 观察
室、 健康教育室、 药房等。 每个村卫生
室建设投资44万元， 其中4.1万元用于采
取医疗设备， 全部由县财政解决。 群众

到村卫生室看病就医， 享受乡镇中心卫
生院的“健康教育” “免费建立健康档
案” 等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祁东县委书记杜登峰告诉记者， 建
村卫生室， 贫困村先行。 至11月底， 全
县55个贫困村标准化卫生室已全部建
成， 并投入使用。 另外， 永昌街道同乐
村标准化卫生室也已建成。 其余240个
非贫困村的标准化卫生室将在2018年
至2020年分批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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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曹辉
蒋睿 通讯员 肖旭芳） 经过7天网络公
示， 湘潭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 湘潭
市博物馆、 万楼景区、 九华湖·德文化
园、 齐白石纪念馆5家景区12月12日正
式成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作为湘潭
市全力打造的“千里湘江第一湾” 景区
的子项目， 这5家景区的成功创建为
“千里湘江第一湾” 创建国家5A级旅游
景区打下了坚实基础。

“千里湘江第一湾” 旅游景区规划
范围为湘潭市区42公里长湘江段及两
岸滨水地区， 总面积约100平方公里，

其中5A级旅游景区创建区约16平方公
里， 即湘潭河西万楼至犁头嘴片区和河
东宝塔公园片区。 景区紧紧围绕“一江
两水五山十八总” 总体格局 （一江为湘
江， 两水为涟水、 涓水， 五山为昭山、
虎形山、 凤形山、 金霞山、 法华山， 十
八总重点为湘潭九总至十八总）， 将打
造万楼文化产业园、 窑湾历史文化街
区、 十八总滨江河街、 宝塔公园、 东坪
古镇、 盘龙大观园、 竹埠港工业遗址公
园、 昭山景区、 仰天湖养生示范城、 长
株潭F2国际赛车文化产业园、 九华
湖·德文化公园、 湘钢工业文化观光

区、 高新机器人小镇、 金霞山旅游区、
洛口古镇等重点项目， 力争2019年创
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2023年创建国
家5A级旅游景区。

据雨湖区委常委、 副区长张清平介
绍， 该区将继续倾全区资源优先保障
“千里湘江第一湾” 项目建设， 做
到土地优先供应、 资金优先保障、
项目优先布点， 依托景区创建，
改变形象、 提升品位、 促进旅游
发展、 带动人气聚集， 让雨湖区
变成“宜居宜游” 之区。 同时， 该
区将深度挖掘景区内多元文化，

如万楼的“楼” 文化、 窑湾的“窑” 文
化、 九总至十八总的“码头” 文化以及
“齐白石” 文化等文化资源， 打造精品特
色的文化旅游， 使“千里湘江第一湾”
成为拿得出特色、 记得住亮点、 留得住
游客的一流景区。

55个贫困村家门口享受健康服务

祁东统一建设标准化卫生室

力争创建5A级景区

湘潭打造“千里湘江第一湾”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2456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53
779
5685

1
21
107

288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4306
72814

345
162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12月13日 第20171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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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7473 元
02 1206 13 21 27 28 29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 月 13日

第 20173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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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2 1040 906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719 173 297387

7 41

湘乡公共资源交易
阳光操作
制度改革释放红利， 半年节约财政性
资金2.78亿元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记者 徐荣 通讯员 曹轶财) 湘
乡市是我省在政府采购领域最早推行网上报名、 资格后审
方式的县(市、 区)之一。 记者今天从湘潭市公共交易中心
湘乡市分中心获悉， 自今年6月6日完成首笔交易以来， 这
项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已释放红利： 57宗交
易总计节约财政性资金2.78亿元， 节约率达13.64%。

2015年7月27日， 湘乡市在湘潭率先成立了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 要求所有公共资源交易项目一律进场交易。 此
后， 湘乡市政府印发 《湘乡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暂行
办法》， 明确政府投资项目采用网上发布公告、 网上下载
招标文件的方式， 取消现场报名环节， 采用资格后审。 这
意味着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从现场报名、 资格预审转变
成更为科学的网上报名、 资格后审， 有效节约财政资金，
让公共资源交易真正置于阳光之下。

今年6月1日， 湘乡市决定， 政府采购的公开招投标项
目一律取消现场报名方式， 全面实行网上报名。 6月6日，
湘乡水府庙景区清水塘地埋式污水处理集成设备采购安装
项目进场交易， 成了首宗采用网上报名、 资格后审方式的
政府采购项目。 截至目前， 该中心已进场交易57宗， 总成
交金额达17.6亿元。

此外， 早在成立之初， 湘潭市公共交易中心湘乡市分
中心就设立了社会监督委员并建立了社会监督委员库， 这
项举措在全省首开先河。 “我们将按照省政府的相关规
定， 持续深化公共交易制度改革， 营造群众满意、 公平公
正的招投标环境。” 湘乡市委书记彭瑞林说。

�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 （通讯员
冷冰 记者 李治 ） “不义之财勿取，
合理之事则从” “施恩勿念， 受恩莫
忘” ……长沙县高桥镇金桥村村民们
把家训挂在家门口， 成为新农村的一
道特色景观， 金桥村也成为远近闻名
的“家训村”。 今晚长沙县举行的“清
风颂———弘扬好家风诵读会 ” 上 ，
《长沙有个家训村》 将活动推向一个小
高潮。

诵读会分3个篇章———名人榜样
树正气、 乡土家训传真情、 朴实家书
抵万金， 以情景剧、 诵读、 沙画等形
式， 再现了杨开慧、 许光达、 徐特立

等先辈前贤的良好风范， 传播了新时
代农村的新风尚。 长沙县纪委负责人
表示， 家风是党风的第一道防线。 今
晚将县领导、 各乡镇(街道)和县直部门
负责人及其配偶请到一起， 旨在引导
大家重寻家风精髓， 重拾家规家训，
向正面典型看齐。

今年以来， 长沙县实施“清风星
沙” 廉洁文化特色品牌建设3年行动计
划， 引导全县领导干部践行好家训、
培育好家风、 涵养好作风， 带动党风
向好、 民风向善。 并号召全县党员干
部家属争当“廉内助”， 守住幸福家
门。

� � � � 湖南日报12月13日讯（记者 戴鹏）
“朱宇轩同学获得信息奥赛初中组国家
一等奖，是我们推进集团化办学的一个
显著成果。 ”日前，记者从株洲市芦淞区
教育局获悉，今年来，芦淞区致力推进
初中与高中学校“集团化办学”进程，建
立集团化办学机制， 实现教学资源、教
学设施、教师培训共享，取得良好效果。

芦淞区淞南中学是一所薄弱学校，
也是集团化办学的受益者。 该校今年与
省示范性高中南方中学开展集团化办
学，两校积极对接、深度交流，探索开展
“初高中衔接教育”，促进了教育教学质
量提高。

学生更是集团化办学直接受益者。
淞南中学“背靠”南方中学优质教育资
源，学生得到了更好的教育。前不久，该
校初二年级学生朱宇轩在信息奥赛中，
以全省第4名的成绩夺得初中组国家一
等奖，是株洲市初中学生在信息奥赛中
获得的第一个国家一等奖。

据了解，开展集团化办学，是高考
改革背景下加强初、高中衔接的一项重
要改革工作。 目前，芦淞区教育局已陆
续与南方中学、株洲市一中、株洲市四
中、株洲市八中达成共识，开展集团化
办学， 全力培养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
才。

长沙县引导领导干部践行好家训
加强初、高中衔接

芦淞区推进集团化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