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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最高人民法院2日
印发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
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 要求各级
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 依法平等
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
造良好法治环境。

通知强调， 要严格执行刑事法律和司法
解释， 坚决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
纷。 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对企业家在生

产、 经营、 融资活动中的创新创业行为， 只
要不违反刑事法律的规定， 不得以犯罪论
处。 要严格非法经营罪、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
要件， 防止随意扩大适用。 对于在合同签
订、 履行过程中产生的民事争议， 如无确实
充分的证据证明符合犯罪构成的， 不得作为
刑事案件处理。

通知提出， 要严格区分企业家违法所得
和合法财产，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为违法所得

的， 不得判决追缴或者责令退赔。 要严格区
分企业家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 在处理
企业犯罪时不得牵连企业家个人合法财产和
家庭成员财产。

通知要求， 要依法保护诚实守信企业家
的合法权益。 要妥善认定政府与企业签订的
合同效力， 对有关政府违反承诺， 特别是仅
因政府换届、 领导人员更替等原因违约、 毁
约的， 依法支持企业的合理诉求。

通知还要求， 要努力实现企业家的胜诉
权益， 切实纠正涉企业家产权冤错案件。 要
强化对失信被执行人的信用惩戒力度， 同
时， 对已经履行生效裁判文书义务或者申请
人滥用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 要及时恢复企
业家信用。 要进一步加大涉企业家产权冤错
案件的甄别纠正工作力度， 依法及时再审，
尽快纠正， 并及时启动国家赔偿程序， 依法
保障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最高法印发通知，依法平等保护企业家合法权益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王亮） 湖南“迷你
铁人三项” 赛近日在长沙市雨花区东山全民健身中
心举行。 本次比赛由省社会体育指导服务中心、 长
沙市体育局主办， 御峰体育承办， 比赛包括750米
室内游泳、 20公里动感单车和5公里田径场跑步。

比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115名选手参加，其
中专业组（精英组20人；大师组20人；女子组15
人）55人，大众业余组60人，年龄从18岁到55岁。
经过激烈角逐，来自长沙市铁协的汤九零以55分
06秒获专业精英组冠军，女子组冠军被奥铁俱乐
部刘烨斩获，成绩是1小时17分03秒。

“迷你铁三”赛长沙举行

湖南日报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鲁絮 郑龙腾

彩旗飘扬， 喜气洋洋。2017年12月
30日， 张家界市永定区尹家溪镇马儿山
村，一场以“村支书的团圆饭”为主题的
村民迎新年文艺汇演活动精彩上演，吸
引着数千名村民和游客齐聚一堂， 同吃
团圆饭，共庆幸福年。

一大早， 记者驱车来到干净整洁的
马儿山村。 山村空气清新， 令人心旷神
怡。沿着平整的沥青道路，青黛色的山间
点缀着农家房屋， 整个村庄掩映在绿色
之中，显得格外漂亮。

“几年前，马儿山村还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村主任庹吉安说，村民们思
想观念保守，生产方式落后，依靠贫瘠
的土地和外出打工维持生计，全村基础
设施落后， 仅有一条与外界连接的道
路，山路崎岖难行。

要想富，先修路。随着2013年张花高
速穿村而过， 马儿山村迎来了发展好机
遇。“采取村企共建模式， 成立村办企业

马儿山美丽乡村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带
领村民一起致富。” 村支书吴三艺说，村
里借助民营企业力量， 引进了马儿山生
态农庄，目前完成了生态餐饮楼、体验厨
房、民俗广场、游泳池、温泉休闲等建设，
能同时接纳游客上千人。

“咚锵咚锵咚咚锵……”上午9时
许， 随着一声声锣鼓敲起来， 马儿山
90米长龙舞起来。 活动拉开帷幕，分
为盛世迎宾、文艺汇演、狂欢团圆饭、
村民才艺大赛4个部分。旗舞 、歌曲 、
武术、打溜子……台上节目精彩纷呈，
锣鼓喧天； 台下游客喜笑颜开， 掌声
连连。

演出结束后， 广场上摆起了土家长
龙宴， 游客村民围坐一起， 场面十分壮
观。面对满桌的菜肴，尤其是土家特色的
“十大碗”———土家扣肉、乡村扣蹄花、四
季常青、土家合渣等，80岁的老党员覃章
进高兴得合不拢嘴：“活了这么大岁数，
头一回和这么多人一起吃团圆饭， 生活
越来越好了！”

“别人是一家人团圆，马儿山村是一

村人团圆！”吴三艺告诉记者，为了让村
民吃上团圆饭， 村支两委半个月前就着
手准备，发请帖、邀朋友、排节目，“我们
一共准备了200多桌， 邀请游客和村民
参与，见证马儿山村的幸福巨变，见证马
儿山村民的美好生活。”

近年来，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马儿山
村得到快速发展，完成了绕山公路、特色
民居改造、饮水安全工程、环境卫生等基
础设施建设， 发展了休闲农庄、 有机蔬
菜、果园种植等特色产业，2017年接待游
客已超过10万人次，休闲旅游、休闲农业
总收入逾700万元，2017年荣获“湖南省
美丽乡村”“张家界市十佳乡村旅游区
（点）”称号。

“家乡变得越来越美，村民日子越
过越好， 希望明年继续举办这样的活
动，吸引更多村民和游客一起迎新年！”
从辽宁回家的村民吴志辉将活动视频
和照片分享到微信朋友圈，引来一片叫
好。“王力黑” 点赞：“美丽山村马儿山，
迎新共享团圆饭， 不忘初心跟党走，美
好生活续新篇！”

郴州市直单位重要岗位
监督评议结果出炉

2个不满意岗位
主要负责人被免职

湖南日报1月2日讯 （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陈庆林）今日，郴州市公布了市直
单位重要岗位监督评议结果。 这次参加
监督评议的15个市直单位重要岗位中，
有10个被评为满意岗位，3个被评为基本
满意岗位，2个被评为不满意岗位。 按照
相关规定，对2个不满意岗位主要负责人
予以免职。

2017年12月，郴州市纪委、市作风办
开展市直单位重要岗位监督评议活动，从
执行能力、服务质量、依法办事、廉洁自律4
个方面对15个市直单位重要岗位进行集
中评议。评议结果抄送市委组织部、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作为干部选拔任用、公
务员年度考核重要依据。 对评为不满意岗
位的市发改委商品服务与价格管理科、市
环保局行政审批科予以通报批评， 责令其
限期整改；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对2个岗位
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 其他人员当年不得
评优，一年内不得提拔；对2个岗位所在单
位主要负责人和分管领导进行约谈。 对评
为基本满意的3个岗位， 责令其限期整改，
岗位所属人员当年不得评优， 一年内不得
提拔。

通讯员 杨亲福 湖南日报记者 周俊

2017年12月28日，天气转寒，下起了
细雨。在新化县奉家镇红田村6组的一栋老
房子里，81岁的罗厚贤借着炉火， 将刚剥
好的柚子温热， 一点一点送进妻子杨兰英
嘴里。他说：“只要自己能动，就一定要照顾
好妻子，同时也让子孙们安心在外打拼。”

32年来， 罗厚贤始终悉心照顾瘫痪
的妻子，用痴心坚守，传递“不离不弃”的

温暖。
1985年冬，杨兰英持续高烧，导致脑

部受损和四肢瘫痪。平时勤快开朗的妻子，
突然变成了这样，让罗厚贤无法接受。他下
定决心，要一辈子好好照顾妻子。

“他不仅要照顾我的饮食起居，还要陪
我说话聊天，吃了很多苦。”说起自己的老
伴，78岁的杨兰英连连点赞。

罗厚贤几乎每天都陪在杨兰英身边，
帮她洗漱、喂饭，夏天赶蚊子、冬天暖被窝。

即使自己生病，也坚持在家治疗，便于照顾
妻子。 前几年， 罗厚贤的类风湿关节炎发
作，住进了医院。即使儿子从外地回来照顾
杨兰英，他还是不放心。他说：“老伴的生活
习惯、饮食起居只有我最清楚，担心其他人
照顾不好。”住了两天院，病情刚有缓解，他
就不顾医生和亲人劝阻，跑回了家里。

长年卧床，杨兰英性格变得有些孤僻，
觉得自己是家里的负累，常常乱发脾气。而
这一切，罗厚贤很理解，总是耐心开导，他

说：“人不能动，只能天天躺着，我知道她心
里比我更苦。”

天气好的时候， 罗厚贤总会把老伴安
置在院子里，晒晒太阳，看看远处的山林，向
她讲讲儿子儿媳在外地的情况，讲讲孙子孙
女读书又有进步，讲讲乡邻最近的故事。

风风雨雨，32年如一日，罗厚贤的行为
感动了全村。

邻居老李说：“杨兰英虽然瘫痪了30
多年，但在罗厚贤的悉心照顾下，身体状况
一直很好，老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老罗好样的，有男人的责任和担当，
他的行动就是言传身教的典型， 让大家感
动和学习。”村党支部书记邹若华说。

高庙文化大型祭祀迎新年
湖南日报1月2日讯（通讯员 夏喜衡 记者 龙文泱）

鼓声响起，千余名游客头戴十二神兽面具，在巫傩大
师的引领下虔诚祭拜太阳神， 祈求新年风调雨顺、国
泰民安。1月1日，高庙神兽群舞狂欢祈福迎新大典，在
怀化市溆浦县穿岩山国家森林公园枫香瑶寨举行。

这场祈福迎新大典由湖南雪峰山生态文化旅游
有限责任公司举办，根据距今7000多年的高庙文化
遗址的大型祭祀复制而来。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
员贺刚认为，此次大典所呈现的场景、祭祀用的设施
和贡品都较为逼真地展现了当时的祭祀场面。

马儿山村的幸福巨变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2日

第 2018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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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9 1040 6333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21 173 228533

9 82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2日 第2018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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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621134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2
二等奖 19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1 5825255
7 118819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029
86396

1598202
9974842

82
3278
59155
366906

3000
200
10
5

0408 26 28 3111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8001 7 9 8 5 5 4 9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6169319.2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02 6 4 4
排列 5 18002 6 4 4 1 2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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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不离不弃 耄耋老人温情“陪”妻

� � � �新华社北京1月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2日宣布：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
兰西共和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于
1月8日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法国总统马克龙将访华

� � � � 蚂蚁金服旗下的支付宝2日发布
2017年全民账单，2017年全国5.2亿支
付宝用户在支付宝平台使用移动支付
占比达82%，人们越来越多选择用手机
完成支付。与此相对应的是，国人对钱
包的需求越来越少。“阿里数据” 显示，
过去3年， 电商平台上箱包类的搜索量
稳步上升，但“钱包”的搜索量在2017年
首次出现下降。

支付宝2017年全民账单：

移动支付占比超八成

� � � � 2018年第一个交易日，上证综指、深证
成指、创业板指“联袂”上涨，迎来了A股新
年“开门红”。截至2日收盘，上证综指上涨
1.24%、深证成指上涨1.25%、创业板指上涨
0.97%，用一曲“高歌”开启了新一年行情。

2018年A股“高歌”开门红

� � � �近期，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
领导的中科院量子信息重点实验室在半导
体量子计算芯片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实
验室郭国平研究组创新性地引入第三个量
子点作为控制参数， 在保证新型杂化量子
比特相干性的前提下， 极大地增强了杂化
量子比特的可控性。 国际应用物理学顶级
期刊《应用物理评论》日前发表了该成果。

实现三量子点半导体比特高效调控
我国量子计算研究获新进展

� � � �随着“庇护州法”1月1日正式生效，加
利福尼亚州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向入
境美国的非法移民提供庇护的州。该法严
格限制加州州属及地方执法部门动用人
力、资金或其他公共资源，与联邦机构在
处理非法移民问题上开展合作，如参与调
查、盘问、拘留、侦查和逮捕等行动。

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即签署行政令， 以
停止联邦安保拨款相威胁， 要求各地不得
庇护非法移民。 位于旧金山的联邦地区法
院随后裁决， 认定这一行政令“违宪”。

（均据新华社1月2日电）

美国加州正式成为
非法移民“庇护州”

� � � �韩国总统文在寅2日召开新年首次国
务会议，要求政府部门迅速制定方案，促成
朝鲜参加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当天向朝鲜
提议本月9日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高级别
会谈。前一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
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奥会，朝韩双方
可就此举行紧急会谈。

文在寅说，希望韩国统一部和文化体
育部快速拿出后续方案，“迅速恢复南北对
话并让朝鲜代表团得以参加平昌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分别定于2
月9日至25日和3月9日至18日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日发表新年
贺词，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奥会。他强
调， 有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朝韩关系。“我

们准备采取多项措施， 包括派出代表团。”
金正恩说，“为实现这一目标， 双方可以立
即会晤”。

文在寅表示欢迎，说金正恩的讲话是
“对韩方提议把平昌冬奥会作为南北关系
改善契机的回应”。不过，文在寅说，改善韩
朝关系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不可分割，
韩国外交部应与盟友和国际社会紧密协
商，争取双管齐下，同时促进改善韩朝关系
和解决核问题。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同一天向朝
方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会
谈，磋商朝鲜参加冬奥会等事宜。

赵明均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
式”，韩国政府都有意与朝方对话。

韩联社报道， 这次高级会谈如能举

行，将是韩朝自2015年12月副部长级会
谈以来的第一次。

韩国去年7月向朝鲜提议在板门店朝
方一侧的“统一阁”举行韩朝军事会谈，未获
回应。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2日说，这一
提议依然有效，韩方仍在等待朝方回应。

被问及韩美是否可能“推迟”原定在
平昌冬奥会期间举行的年度大规模联合
军事演习，崔贤洙回答称，韩美“将在考
虑各种因素后作出决定”。

文在寅上月说，为促成朝鲜参赛，韩国
向美国提议“推迟”原定在冬奥会期间举行
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年度联合军演。朝鲜
长期谴责韩美联合军演是“侵朝战争演习”，
常常用导弹试射回应。双方相互刺激，致使
半岛局势紧张。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文在寅回应金正恩：

尽快恢复南北对话 欢迎朝鲜参加冬奥会

� � � � 湖南日报1月2日讯（记者 周倜）“中国体育彩票”
2018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湖南分站）1月1日在浏
阳大围山森林公园举行。数百名户外运动爱好者一路
“向上”，用登山健身的运动方式庆祝新年到来。

此次湖南分站活动选址浏阳大围山森林公
园， 选手们沿着我省首条国家级登山健身步
道———大围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进行攀登，全程
6公里，中途设有祈福点，选手们沿途攀登之余纷
纷许下心愿，为新年祈福。

本次活动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主办、国家体育总
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
心、湖南省体育局、中国登山协会承办，湖南凌鹰户外
体育运动有限公司全程运营。

新年登高健身大会“走”进大围山
数百健行者新年“向上”

� � � � 1月2日， 在WTA深圳公开赛第二轮比赛中， 中
国选手张帅以1比2不敌哈萨克斯坦选手狄亚斯， 无
缘下一轮。 图为张帅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新华简讯

� � � � 1月2日，兰海高速遵
贵扩容工程正式通车。该
线路又称贵遵高速复线，
全线双向六车道标准设
计，将有效缓解贵遵高速
的交通压力，对促进贵阳
与遵义的工业化、 城镇
化、同城化发展具有极为
重要的意义。 图为当日，
车辆在兰海高速遵贵扩
容工程香火岩特大桥上
行驶。 新华社发

乡 村 振 兴 纪 实

天堑变通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