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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陈鸿飞 通讯员 刘国庆
雷旭平)“这里健身设施齐全，步道平整干净，每天早晨
我和老伴都会来散步。”1月19日7时30分，在祁东县体育
文化公园散步的洪桥街道达孝社区居民老周说。据了解，
建成这个公园，得益于县政府决策时尊重民意，并听取了
法律顾问团的意见。

祁东县体育文化公园原是县体育广场， 常年租赁给
商户进行商业营运，群众意见很大。2015年，县里一个部
门初定由长沙一家公司对体育广场进行商业开发。2016
年，县政府经过调查，并听取法律顾问团的意见，决定依
法终止原招商方案，把体育广场建成体育文化公园。

祁东县法制办负责人介绍， 过去县里未建立法律顾
问制度，一些涉及民生的决策存在法律风险，也损害了群
众利益。2015年11月，县政府出台“法律顾问工作规则”
“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文件，明确由法律顾问参与
县政府重大民生决策， 主要对政府决策进行法律论证与
合法性审查，对重要经济项目、资产处置及涉及社会稳定
的重要事项、重大突发事件处置等提供法律服务，保障政
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

去年10月，县委、县政府又决定在全县党政机关全面
建立法律顾问制度。 县委、 县政府外聘法律顾问不少于3
名，县直党政机关、乡镇(街道)不少于1名。2016年4月，该县
聘请湖南师大法学院院长肖北庚教授等5名专家、 律师为
县政府法律顾问。一年多来，法律顾问们共审查涉及重大
民生的规范性文件37件，出具政府合同审查法律意见书90
余件、重大工程招标文件20余件，均未出现因合法性审查
不严而造成国家及公民合法利益受损。同时，法律顾问参
与政府依法行政和科学、民主决策，对50多项涉及民生的
重大决策进行法律论证及合法性审查，为维护国家及群众
合法权益增设了一道安全锁。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蒋睿 通讯员 李耀湘 陈
明）据湘潭县今天发布，该县全域旅游助推乡村振兴，成效
喜人。2017年全县游客总人数突破800万人次，达812.2万
人次，比上年增长11.45%；旅游综合收入51亿元，比上年
增长5.16%。

湘潭县从旅游景区规划建设入手，拉开了推进全域旅
游发展的大幕。分别编制出台了“彭德怀故里”“白石文化
旅游区”“花石湖湘村落文化田园”等多个专项规划；启动
了彭德怀故里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工程， 推进齐白石文
化旅游区等多个景区提档升级； 实施G107全域旅游景观
大道等一大批重大旅游项目建设。据统计，2017年全域旅
游项目立项38个，实际投资完成28.59亿元，创历史最高。

为使文化、体育、商贸和旅游相互融合，湘潭县2017
年策划和举办了湘潭县电商年货节、正月十五闹元宵系列
活动、“春看花、夏赏荷、秋游园、冬摘橙”为品牌的四季旅
游节、“穿越昌山” 户外体验活动、“到彭总故里插田去”农
耕体验活动等10余个节会活动， 促进了全域旅游快速发
展。

湘潭县委、县政府还积极引导当地农民群众参与到全
域旅游的建设中来。碧泉潭贡米、中路铺小籽花生、射埠茶
油、乌石黄花菜、花石湘莲美食等特色旅游产品的开发，既
丰富了旅游产品供给，又使老百姓在全域旅游发展中真正
受益。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通讯员 朱国军

“我们大家能拿到这笔拖欠了一年多的工资，多亏了
你们!”1月17日，张文清等16名农民工兄弟将一面绣有“替
百姓护权、为国法增辉”的锦旗，送到益阳市资阳区劳动监
察局，感谢为他们追讨工资的监察队员。

2017年8月26日， 张文清等人向资阳区劳动监察局
反映， 他们在资阳区一公司项目工地干了一年多的活，
迟迟拿不到工资，而且找不到该公司负责人。接案后，监
察队员数次上门调查和电话联系，公司负责人始终不愿
见面。直到队员们找到该名负责人的亲属，劝其配合调
查，并向公司送达了询问通知书、限期改正指令书后，这
名负责人才到资阳区劳动监察局承认了拖欠农民工工
资的事实，并承诺在一周内全部到位。然而，他一次又一
次承诺，却始终没有兑现。到后来，电话无法接通，人也
不见踪影。

为此， 资阳区积极发挥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联席会
议制度的作用，公安、人社部门联动，数次约谈该公司负责
人或其亲属，一方面解读相关法律法规，告知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另一方面督促其亲属做好劝
导工作。工作人员不分节假日，多次上门交涉，历时139天
后，将22.74万元工资全部发放到16位农民工手中。

据悉，2017年以来，资阳区共计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
482万元，涉及农民工437人。

祁东县 老板欠薪“躲猫猫”
部门联动“解薪事”

张家界在马来西亚设立
首家旅游合作推广中心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田
育才 通讯员 吴勇兵 ）1月18日，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与马来西亚苹果旅
游集团联合在马来西亚设立张家界
武陵源（马来西亚）海外旅游合作推
广中心。

此中心是武陵源在海外设立的
第一家旅游合作推广中心， 也是张
家界对海外旅游宣传推介模式的全
新探索。中心设立后，将形成长期、
成体系覆盖的驻点推介模式， 全方
位、 多渠道向马来西亚及周边国家
民众推广“张家界核心景区武陵源”
品牌形象， 持续提供多样化、 主题
化、特色化的旅游产品。

株洲组团慰问
海军“株洲舰”官兵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周益民 记者 周怀立）近日，以株洲
市民政局为主组织的慰问团来到海
军东海舰队，对该舰队“株洲舰”官
兵提前进行春节慰问。

据了解，株洲慰问团给“株洲
舰”官兵送来了工作和生活用品，
并与舰上官兵进行了面对面交
流，“株洲舰” 负责人向慰问团介
绍了战士们海上训练的情况 。双
方还就加强军地共建、 军民融合
工作进行了磋商。官兵们表示，一
定苦练本领，听党指挥，保卫好祖
国海疆。

华中首家钟表文化
博物馆在衡阳县开馆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陈
鸿飞 通讯员 刘魁春 戴军）华中地
区首家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正式开
门迎客。20日上午，中国衡阳钟表旅
游文化节暨世界钟表文化博物馆开
馆仪式在衡阳县西渡高新技术开发
区举行，来自国内各地及巴西、菲律
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阿联酋、卡
塔尔等国的1000多名游客参观了博
物馆。

2015年， 湖南盛世威得科技有
限公司落户衡阳县， 并于2016年投
资建设钟表文化工业旅游园，分为4
大主题参观区。其中，世界钟表文化
博物馆作为衡阳市第一家“旅游+工
业”项目，被认定为湖南省工业旅游
示范点、 中国古典钟与文化研究中
心设计研发基地等。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通讯员 余光
龙 彭城 记者 杨元崇）“出彩都是努力
奋斗出来的。”日前，西部战区陆军某防
空旅二级士官、 荣立二等功的永顺籍现
役军人唐光顺， 受永顺县人民武装部的
邀请，先后走进永顺县第一中学、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第二民族中学等学校，
作个人先进事迹演讲,�鼓励适龄青年积

极投身军营。
“这个演讲者，就是前天把奖金捐给

首车镇敬老院的‘永顺佬佬’！”永顺县第
一中学教师给这位年轻军人点赞。“佬
佬”，是当地方言，“弟弟”的意思。“让军
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永顺县积极
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于1月11日集中
举行2017年度现役军人立功庆功表彰

大会，对2017年度全县现役军人在部队
立功人员予以奖励， 鼓励他们在部队建
功立业。

在这次5名立功受奖人员中，有4人
荣获三等功。二等功获得者唐光顺，是首
车镇中坝村人。1月11日， 在受奖现场，
唐光顺当即把5000元奖金捐赠给当地
敬老院。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文峰）数九寒冬，资兴市重点
项目东江湾大桥建设现场， 却是一片火
热景象。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增派了人
手和相关机械，加快项目建设速度。

资兴市强化项目调度，2017年第四季
度共对市重点项目建设进行集中调度20
多次，联系项目的市级领导每月对联系的

项目都调度了一次以上。通过调度，一些
审批手续办理、征地拆迁、产业转型、资金
紧张等项目建设中遇到的困难得以解决，
项目建设完成速度提高。如该市的企业创
新创业基地、 美丽乡村建设示范片建设、
流华湾现代农业示范园等重点项目，超额
完成项目年度计划的150%以上。

该市还组织开展项目集中开（竣）工

活动，激励项目加快建设。2017年12月，
该市举行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仪式，
11个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项目涵盖
工业生产、社会民生、基础设施、现代服
务业等各个领域。该市积极开展2018年
项目储备、政策对接等项目前期工作。目
前， 全市已计划今年一季度新开工重点
建设项目39个，总投资78.3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通讯员 王玖华 贺庆华

义诊日， 对于身患多种疾病的贫困户王东来夫妇说，
是翘首以盼的好日子。前不久，双峰县花门镇中心卫生院
组织的健康扶贫医疗队来到村里开展义诊，为贫困户免费
体检、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王东来所在的村叫群楼村，地处偏僻，村民就医不方
便。听说村里来了医疗队，村民们纷纷赶来，量血压、测血
脂、看心电图，好不热闹，10余名“白大褂”忙得不亦乐乎。

“如果没有这次义诊，我还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
双目失明的五保老大娘王伟秀拿着刚刚领到的大袋免费
药品对记者说。健康扶贫医疗队为她做了验血、心电图等
十几项检查，她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高血压、气管炎。

“王伟秀这样的五保老人，是我们院的重点监护对象，
一旦发现病情加重，马上派人送院治疗。”花门镇中心卫生
院副院长王祥辉告诉记者。

花门镇中心卫生院办公室主任赵光宇开心地说着这
天的“战果”，“这次义诊，共设化验、心电图等13个检查项
目，免费检查110多人次，现场免费发放健康扶贫宣传资
料1500多份，免费发放治疗糖尿病、心脏病等常见病专用
药品上万元，基本满足了患者的用药需求。”

新闻集装

1月20日，龙山县兴隆街道白岩洞村，群众从手绘墙前经过。近年来，龙山县加强美丽乡村建设，许多村寨的墙上都绘上了反
映当地风土民情内容的墙画，既美化了乡村环境，又增加文化氛围。 曾祥辉 李盾 摄影报道

手绘土家新农村

村里来了健康扶贫医疗队

“永顺佬佬”投身国防立军功
所获奖金悉数捐给家乡敬老院

资兴加速推进项目建设
今年一季度计划新开工重点建设项目39个，总投资78.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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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任泽旺 伍雨后)在1月19日国务
院扶贫办中国社会扶贫网建设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召开的“互联网+”社会扶贫
年终汇报会上， 江永县荣膺全国唯一的
“‘互联网+’ 社会扶贫突出贡献奖”，江
永县委书记周立夫获得“‘互联网+’社
会扶贫卓越贡献奖”。

中国社会扶贫网作为国务院扶贫办
指导建设的社会扶贫互联网平台，在“互
联网+”社会扶贫领域首战告捷，成为最

具影响力的社会扶贫公益品牌。2017年
以来，江永县以列入“首批中国社会扶贫
网试点县”为契机，县设中心、乡设站、村
设点，全面推进“互联网+”社会扶贫，让
社会扶贫网“扩网”，让贫困群众“触网”，
让爱心人士“联网”，让各种需求“上网”，
做到党员干部带头、贫困群众参与、社会
各界支持，形成了“一网统领、两线并行、
三级联动、四员助力、五台同唱”的中国
社会扶贫网“江永经验”。全县贫困户注
册率在全国率先实现100%，爱心人士注

册、发布贫困需求信息、爱心捐赠等指标
居全国榜首。2017年9月，全省、全国“互
联网+” 社会扶贫工作现场推进会先后
在江永县召开。

江永县打通社会扶贫通道后， 先后
收到115家企业、1019名企业主及10283
名国内外爱心人士、 侨商侨领的捐资捐
物或解决就业岗位价值1.7亿元，并通过
扶贫商城销售贫困户农产品达6亿元，助
力全县2017年基本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的目标。

江永“互联网+”社会扶贫全国获奖
助力实现整体脱贫摘帽目标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月 21日

第 2018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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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1 1040 645840

组选三 1071 346 370566
组选六 0 173 0

2 2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1月21日 第20180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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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364964347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7
二等奖 221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5477449
4 4590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2633
113710
1793617
19825084

70
4175
62417
706743

3000
200
10
5

0710 23 26 3217

湘潭县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肖洋桂)1月18日，常德市
举行“产业立市·暖企行动”启动仪式。首批15个“暖企行
动”主题活动将围绕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园区专场招聘、涉
企收费清理规范、企业公交专线、企业用水用电、营商环境
优化等展开。

为推动“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战略实施，常德市成立
了产业立市三年行动指挥部。当天，该指挥部出台企业问
题交办函制度， 要求责任单位收到交办函后当日与企业
对接，企业问题一般不超过5个工作日办结或回复。1年内
因办理回复不及时或解决问题不力被督办3次以上的责
任部门，“一把手”将被约谈问责。

启动仪式上， 湖南德人牧业集团负责人魏仲珊感慨
地说：政府真心为企业服务，属于暖心之举。这些措施一旦
逐一落实，相信企业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

常德市是我省提出“产业项目建设年”后首个开展“暖
企行动”的地级市。今年1至3月，首批15个主题活动的责
任单位将开展服务企业相关活动，营造助企、惠企、护企的
良好氛围。3月底， 将进行专项考核评比， 对结果进行通
报，并适时启动第二批“暖企行动”主题活动。

常德启动“暖企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