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林思文 黎湘平）1月2日， 经过2
天精心呵护和观察， 平江县野生动物收
容救护站工作人员，将一只“世界上最神
秘的鸟”———海南虎斑鳽，紧急送往湖南
省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 助其安全度
过严寒。

2018年12月30日傍晚， 平江县林业
局森保股工作人员接到一居民电话，说在
县委办公楼前的灌木丛中发现一只大鸟，

急盼县林业部门派员对其进行救助。县陆
生野生动物收容救护站急忙派工作人员
赶赴现场，联系到捡鸟的好心人江小平。

救护站工作人员确认， 此鸟为海南
虎斑鳽。 经现场检查， 该鸟并无明显伤
痕，疑似大雪导致无处栖息，又因天气寒
冷致使其精神萎靡、行动迟钝。救护人员
将其带回后，采取保暖措施施救，并购买
泥鳅等食物喂养。经过两天多的养护，目
前海南虎斑鳽行动变得敏捷。于是，他们

便决定将其送往省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救
助收养。

有关专家介绍，海南虎斑鳽，属于颧
形目鹭科虎斑鳽属，其体型和大小近似于
鹭，是我国特有的珍稀鸟类，属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动物，是世界上最濒危的30种鸟
类之一，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
鸟类》 和中国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目
前全球仅存1000余只。 上世纪60-70年
代，动物学家一度认为海南虎斑鳽已从地
球上消失， 至90年代才重新发现踪迹，被
称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海南虎斑鳽属
于留鸟，主要栖息于亚热带高山密林中的
山沟河谷和其他有水域的地方，在平江冬
季被发现实为罕见。

海南虎斑鳽惊现平江
被誉为“世界上最神秘的鸟”

辰溪不动产登记
实现“最多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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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蒋睿 通
讯员 左狂飙 杨智）“乡亲们， 你们被拖
欠的社保金很快就会到位了， 请大家放
心！”隆冬时节，寒风刺骨，但在湘潭市昭
山镇双建社区居民吴飞勇的心中却暖意
融融。他说，得益于湘潭市司法局在全市
推行的“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活动，
经过派驻社区的法律团队努力， 他与社
区300多位居民被拖欠9年的社保金终
于有了着落。

2018年7月， 湘潭市在全省率先出
台《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工作的实施意见》。 经过两个多月的推
进，全市330名执业律师与966个村（社
区）签订法律服务协议，在全省率先实现
村级法律顾问全覆盖， 打通了公共法律
服务“最后一公里”。

针对全市大部分律师集中在市中心
城区、县域律师相对匮乏的实际，湘潭市
司法局统筹盘活全市律师资源，创新推出

“一律所结对一乡镇（街道）”的团队服务，将
164名城区律师补充到湘潭县、 湘乡市及韶
山市部分村（社区），确保每个村（社区）配备
1名执业律师担任法律顾问、1名执业律师担
任不超过5个村（社区）的法律顾问。同时，该
局还给予每个村（社区）每年不少于5000元
经费，并逐年按适当比例递增，为村（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为实现“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
规范化、长效化，湘潭市制定了法律顾问配

置选派、业务培训、值班服务、台账管理、检
查评估等制度10余项。此外，法律顾问团还
采取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微信服务等方式，
为受聘村（社区）群众提供个性化法律服务。

湘潭市司法局主要负责人介绍，自“一
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开展以来，全市
村（社区）法律顾问开展法治讲座35场次，
提供法律咨询630余次，参与案件讨论、纠
纷调解70余件，为村（社区）组织起草修改
合同50余件。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唐春晖 刘魁春 杨小辉）衡阳县
的江山、七星两村，曾因为一个荒洲的权
属和种植问题， 几十年争论不休，“老死
不相往来”。然而，近几年两个村变得和
睦， 也不再为荒洲的权属争吵。 元旦前
夕， 记者在位于蒸水河畔的衡阳县台源
镇这片荒洲上看到， 村民们有的在种植
马铃薯、莴笋，有的在施肥、除草，一派和
谐景象。

知情人透露，两个村和好的背后，村
级人民调解员发挥了关键作用。

据介绍，以前在村级组织里，没有专
职的村级人民调解员，大部分村级人民调
解员由村干部兼任，调解员在工作中往往
力不从心，难以专心尽力化解纠纷。近年
来，衡阳县积极推广“枫桥经验”，把健全
村级调解机构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制定出
台专门文件，规定每个村配备一名专职人
民调解员，负责所在村的纠纷排查、调处、

案卷档案管理、案件回访等工作。县里还联
合省市广播电视大学，对全县所有村级人民
调解员进行培训，开展全县调解骨干技能比
武。近3年来，该县陆续举办调解业务专业知
识、技能大比武和网上学考等培训活动,参加
者有3000人次，大大提高了全县村级人民调
解员的整体综合素质。

与此同时， 衡阳县还推行激励和保障
机制，出台人民调解案件“以奖代补”实施
细则，明确规定基本奖励标准，对调处成功

的一般纠纷或疑难复杂纠纷案件， 县财政
给予适当奖励。 乡镇也对本级评选的先进
或树为典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人民调解
员，以及“优秀人民调解案卷”进行奖励。大
大激发人民调解员的积极性。

衡阳县委书记曾秀说，目前，衡阳县基
本实现“小纠纷不出村、大纠纷不出乡镇”。
近3年来，全县各村级调解组织共调处经济、
治安、家庭等各类矛盾纠纷10500件，洪市镇
杨泉村还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1月2日，新年上班第一天，“扶贫工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鑫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员工加紧生产订单产品。该公司成立一年
多来，已招录了260多名农村贫困人员在家门口就业。 刘杰华 周于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谢春成 贾舒专)塑胶跑道、漂亮
的教学楼、 下课时一群群欢呼雀跃的孩
子……这是1月2日新年第一个教学日，
记者在南县安庄小学看到的场景。

安庄小学曾是一所被“抛荒”的农村
小学，学生最少时仅两名。2017年，南县
出台《关于推进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实施
意见》，采取城区名校托管领办农村薄弱
学校、乡镇学校发展学区共同体等措施，
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当年，该县成立
实验学校教育集团， 安庄小学成为该集
团的分校，13名优秀教师主动申请到安
庄小学任教。当年秋季开学，安庄小学招
生121人。

据了解，目前，南县已成立实验学校
教育集团等4个教育集团，每个集团分别
托管2至3所农村薄弱学校，推动优质教
育资源向农村辐射， 被评为全国义务教
育发展基本均衡县、 省合格学校建设先
进县、省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县。

通讯员 杨学军 陈春喜 黄明祥

走进临澧县四新岗镇久丰村3500
亩成片的油茶基地， 油茶长势喜人。近
日， 该村党总支书记吴开华召集村干部
商议， 决定将油茶基地扩大到5000亩，
打造“绿色银行”，让久丰村久久“丰登”。

久丰村位于临澧县东南部， 距县城
25公里，位置偏僻，地少荒山多，村民靠
种水稻、棉花为生，一年忙到头也填不饱
肚子。

“只有产业兴，才能拔穷根。”该村先
是发展烟叶产业。吴开华说，多年前，刚
推广烟叶种植时， 村民担心口粮都保证
不了，迟迟不敢改种烟叶。于是，作为村

干部的吴开华只好带头种烟， 当年就创
收8万多元。看到效益后，农户纷纷改种
烟叶， 种烟面积一下子扩张到近1000
亩， 并延续至今，50多名烟农年人均纯
收入达2万多元。

后来烟叶产业提质， 村里淘汰了一
栋烤烟房。为利用这一闲置资源，在驻村
扶贫工作队牵线搭桥下， 村里引进湖南
先淘卫浴不锈钢有限公司， 将废旧的烤
烟房变成了“扶贫车间”，80多户村民在
家门口就业创收。 村民胡青枝带孙女留
守在家，她早上送小孩上学后，便去车间
做事，下午小孩放学，她也下班。这样一
个月下来，可拿4000多元工资。

近年来，久丰村又发展起油茶产业。

在新岗镇党委、政府大力支持下，该村与
湖南山樱农林开发有限公司合作，按土地
入股、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模式发展油
茶。2015年至今，全村共流转林地3500亩，
480多户村民成为股东， 农户年平均增收
5000元以上。

产业发展和就业带动，增强了久丰村
“造血”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近年来，村
里利用集体收入， 不断改善基础设施，打
通通组公路，拓宽亮化村级主干道，改造
农田堰塘。村民家家户户建起新房，全村
风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目前，久丰村正
积极创建省级美丽乡村。吴开华说，下一
步将发展生态旅游产业， 为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动能。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何庆辉

1月2日，记者来到郴州市北湖区华
塘镇塔水村村委会，看见一位面容清瘦、
头发花白的老人在给干部群众讲党课。

塔水村党总支书记曹荣华说， 讲课
的老人叫曹扬成，已年过90岁，是一名
有53年党龄的老党员。“曹老讲的党课，
都是他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深刻体会， 对干部群众掌握
党的理论和方针路线政策十分有益。”

曹扬成退休前是华塘镇乡企办会
计，退休后他每天坚持锻炼身体、读书、
看报。1997年以来，曹扬成自费订阅《人
民日报》《参考消息》，每当在报纸上看到
党的好政策、新农村建设好做法，他就摘
抄下来讲解给村民们听。

曹扬成认真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他
主动向村党支部提出，每个月党员活动日
和全村党员一起学习、交流心得体会。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曹
扬成说，抗日战争时期，他父亲被日本侵
略者抓去做苦力，不久后就去世了，是共
产党把他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 他积
极向党组织靠拢，服务群众。

曹扬成十分关心村里的事情， 在村
民们中威望很高。此前，塔水村环境卫生
状况不理想，曹扬成提出村民轮流打扫，
他亲自带头上阵。 看到村民文化娱乐生
活匮乏， 曹扬成向村干部提议加强各种
文艺社团建设， 多组织一些活动。 前两
年，为建设美丽乡村，塔水村进行统一建
房，开始一些村民不理解。曹扬成拄着拐
杖耐心地给村民做思想工作， 只用了半
年时间建成了69栋新房。

曹扬成不但严格要求自己， 他还要
求子孙多读书、多学习，积极向党组织靠
拢。目前，他家先后有5人入党。

湘潭市村级法律顾问全覆盖
330名执业律师为966个村（社区）提供法律服务

衡阳县“村级调解”调出和谐
3年调处各类矛盾纠纷逾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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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邹仪 严万达）今天，永州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透露，2018年该市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2%（预计数），比全省高0.4个百分点，财政总收入增长
8.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8.5%、9.3%，主
要指标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2018年，永州市大力推进开放兴市产业强市战略，奋力
打好三大攻坚战，先后出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民营活市等
惠企政策，各级领导干部大力践行“实体经济三走访”活动、
“产业项目建设年”活动等。“5个10”工程超额完成年度任务，
新入统规模工业企业144家，新入园投资5000万元以上工业
项目128个，百亿园区增至9个，新型工业化步伐加速。

同时，永州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积极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全年进出口总额增长25%，实际利用外资、内联
引资分别增长12%、13.5%。引进500强企业项目32个，排
名全省第二。 成功创建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获评
“全省发展开放型经济优秀市”。

得益于脱贫攻坚精准发力， 永州2018年可脱贫13.5万
人、贫困村出列267个，贫困发生率下降至1.3%，区域性整体
贫困基本解决。易地扶贫搬迁“十三五”计划全面完成。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见习记者 李夏涛 通讯员 杨
娟）“一个窗口就可以办理税费缴纳、 房屋交易和不动产
证，当天就能办结，太方便了！”今天，在辰溪县不动产登
记中心服务大厅， 该县潭湾镇西庄坪村村民肖伟伟办理
不动产转移登记业务后，高兴地说。

据了解，2018年以来， 辰溪县将不动产登记及与之
相关的房屋交易、税费征缴等进行整合，实行“一窗受理、
一站办结”，让办事群众“最多跑一次”，赢得好评。

在辰溪县优化不动产登记中心服务， 设立了综合受
理、税费缴纳、发证和服务窗口，前台综合受理窗口统一
收取所需材料，再分类推送相关部门，部门之间信息自动
交换、实时共享，实现“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办理”，让
办事群众“进一扇门、交一套资料、缴一次费、领一次证”。
该县还将不动产登记业务办理逐步下放至建制镇， 方便
群众就近办理，省时省力。

永州主要经济指标增速
稳居全省第一方阵

湖南日报1月3日讯（记者 王晗)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近日发布《湖南湘江新区政务服务白皮书》，介绍了
湖南湘江新区自2015年成立以来，持续推进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的相关情况。据悉，这是我省首部政务服务类白皮书。

去年以来，湘江新区积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不
断优化审批环节，提高审批效率，实现了企业来新区办理
78项审批事项“只看一张表，只上一张网，只进一个厅，最
多跑一次”，同时，还推出“帮代办”服务和审批结果快递
免费送达，为“最多跑一次”改革保驾护航。对政府投资类
项目11个环节、 社会投资类项目10个环节实行并联审
批， 以发改部门授权办理的企业投资备案证和由规划部
门授权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为例， 这两证在新区可以
实现即来即办、同步出窗。取得两证后，可同时进行规划
咨询服务、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
等业务，共计为企业节省约10个工作日的时间。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负责人表示， 将通过打造改革
品牌，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推动新区高质量发展。

湘江新区发布我省首部
政务服务类白皮书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廖欣
娅)据南岳区旅游部门统计，元旦假期3天景区共接待游
客75607人次，同比增长1.02%，瑞雪迎来景区新年开门
红。尤其在1月1日当天，景区接待人数达4.04万人次，成
为当日全省接待人次最多的景区。

瑞雪临城，南岳中心景区内玉树琼枝，晶莹剔透，千
峰万壑白雪皑皑，山峰在雾气中若隐若现。“真不愧是‘神
州最佳赏雪处’， 太赞啦!” 来自广东清远的陈先生幸福
地拍下妻儿玩雪的瞬间。

据悉，为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的旅游环境，
南岳区第一时间启动抗冰抗雪应急预案， 各级各部门迎风
傲雪坚守在各自岗位。元旦假期南岳旅游市场秩序良好，没
有发生一起旅游安全事故，没有收到一件重大旅游投诉。

南岳旅游喜迎开门红

让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辐射
南县推进

教育集团化办学

九旬老汉精神旺
义务讲党课廿载

久丰村：久久为功产业兴乡村振兴纪实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徐平 钟伟峰）“刚才县人民医院
的专家远程诊断后， 告诉我注意饮食和
作息，身体可以慢慢恢复。”今天，在新田
县门楼下瑶族自治乡鲁塘村远程诊疗
室， 村民邓运姣对记者说：“以前到县医

院看病来回两天， 仅车费等开支在100
元以上，现在，不出村可看名医，真好。”

2018年10月，光大集团新田扶贫工
作人员在该县门楼下瑶族乡调研时，了
解到当地村民就医困难， 即使到乡卫生
院就诊，大多往返路程在20公里以上。

为解决当地群众就医难，光大集团初
步计划在新田县3个非建制镇卫生院，以
及12个具备场地和人员条件的行政村卫
生室建设远程医疗诊室。 仅2个月时间，
2018年12月28日，第一个村级远程医疗诊
室在鲁塘村投入运行。据悉，这是全省开
通的第一个村级远程医疗诊室。在指定时
间内，在当地村医对患者进行检查的基础
上，再由省、市或县医院的专家通过视频
和音频看诊、做出诊断，到目前，已经有
200多名当地群众享受到远程诊疗服务。

全省首个村级远程医疗诊室运行

新田瑶乡村民不出村可看名医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01月 03日

第 2019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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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8 1040 157872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17 173 227841

4 53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01月03日 第20190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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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294586730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9
二等奖 129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7273230
1 198246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352
74631

1506728
6555174

68
3043
62463
248161

3000
200
10
5

1105 08 09 18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