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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肖霄

通讯员 孙贤亮 杨能广 罗伦国

元旦假期，新邵县潭溪镇玄本村服务中

心格外热闹，每天有不少村民到“功德银行”

兑换日用品。

玄本村是我省重点移民村和深度贫困村。

2019年 3月脱贫出列后，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省司法厅驻村帮扶工作队和村支两委通

过开设“功德银行”，探索出一条以德治村之路。

“功德银行”借用村民熟悉的银行存储形

式，将村民积德行善行为量化为分，存储下

来。村里按照村规民约规定内容，制定实施

细则，明确计分标准。村民每户在村“功德银

行”开设 1 个账户，设底分 100 分，奖扣分值为

1 分至 50 分。村民配合矛盾纠纷调解、见义

勇为、移风易俗、参加公益活动等，可得奖分；

违法乱纪、不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治等，给予

扣分。一月一评比，一季度一兑付，村民可用

超过底分的积分到村委会兑换食盐、大米、牙

膏、洗涤用品等奖品。

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村党支部第一书

记罗绍青告诉记者，开设“功德银行”，旨在引

导、鼓励村民行小善积大爱，实现遵纪守法、

邻里和睦、环境优美、生活幸福的目标。实施

以来，效果明显。

过去，玄本村攀比之风较盛，每逢红白喜

事、新房落成等，喜欢请客摆酒讲排场。2018

年，村民石宇（化名）父亲去世，丧事花费 10

余万元，背了近 5 万元债务。

“村里虽然规定红白喜事‘不超过 3天、3万

元’，但一直没有约束力。”村党支部书记周玉岔

说，“功德银行”将规定纳入计分后，没有一起红

白喜事超过规定，花费最少的只有1.4万元。

有了“功德银行”，村民们非常关心自己

的奖分扣分情况，积极争取获得奖分。每到

月初，大家相约来到村委会宣传栏前，查看上

个月积分。

村民周艳（化名）2020 年春因烧草灰，不

慎将村果园里两株沃柑苗烧死，被扣 5 分。

随后，她主动带领家人，连续 2 天打扫村主干

道卫生，获得奖分，将扣分补了上来。

“功德银行”开设以来，村民日常行为越

来越文明规范，向善向上渐成风尚。2020 年

7 月，村委会决定在村里小溪旁修建一条上

山 的 便 道 ，78 位 村 民 自 带 工 具 参 加 义 务 劳

动，原计划用时一个月的工程，仅一天半就完

工了。“几十年没有出集体工了，大家劲头很

足。”村里老党员何银初说。

2019 年 5 月 7 日深夜，村民石向勤家隔壁

小男孩突发急病，男孩父亲不在家，其母亲向

他求助。石向勤二话不说，立即开车把他们送

到县人民医院，帮助办好住院等手续后才回

家。事后，小男孩母亲向“功德银行”负责人汇

报，石向勤获得 3分奖励。石向勤平时乐于助

人、热心公益活动，最高一个月获得 20分奖励。

去年 1月至 12月 20日，玄本村有 403户村

民因打扫卫生、参加抗洪抢险、积极完成村里各

项任务等获得加分奖励，同时有27户被扣分。

玄本村被评为全省最美志愿服务社区、

全省民主法治示范村。周玉岔高兴地说，如

今村里互帮互助、积德行善等蔚然成风。

湖南日报1月 3日讯（记者 聂沛 通讯员

唐笑）“这是我们最新研发的变倍热点模组摄像

机 WZDF25，镜头能自动对监控场景里的人形

目标进行移动跟踪，并根据人形目标大小自动

变焦，调节画面图像到合适尺寸。”2020年 12月

30日，衡阳高新区创新中心内，湖南捷高数字科

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罗顺发向记者展示新产品。

衡阳高新区围绕建设衡阳科技创新核心

区，以产学研合作为抓手，不断激发企业创新活

力，完善创新创业生态，带动衡阳市创新型经济

发展。日前，衡阳高新区获批为全国第三批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融通创新方向）。

为推动企业创新发展，衡阳高新区出台

一系列政策，搭建启迪孵化器、科创智谷等一

批创新创业要素集聚的双创融通平台，引导

镭目科技、泰豪科技等高新技术核心企业辐

射带动其上下游配套企业、中小企业协同创

新，加速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装备制造、金

融服务、科技服务、文化创意等 5 大产业集聚

发展。2020 年，该区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预

计达 205.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33%。

产学研合作是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

引擎。衡阳高新区通过支持企业和高校、科

研院所共建重点实验室、共同开发科技项目

等，紧贴市场需求开展科研攻关，引进更多创

新项目，促进更多科研成果转移转化。2017

至 2019 年，该区年均产学研合作项目达 123

项，年均产学研合作金额达 2.4 亿元。

同时，衡阳高新区帮助企业走进大学招才

引智、面向国内外引进优秀人才，为急需紧缺人

才提供购房补贴、生活补贴，并帮助解决配偶就

业、小孩就学等，让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记者 李孟河 通讯员 凌铭泽

陈晨甜）日前，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印发《关于 2020 年国家

湿地公园试点验收结果的通知》，公布 2020 年国家湿地公

园试点验收结果。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保靖酉水、花垣

古苗河、泸溪武水等 3 个湿地公园顺利通过试点验收，正

式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目前，湘西州共有 5 个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 15432.12

公顷。除新晋级的 3个湿地公园外，另外 2个是吉首峒河国

家湿地公园、永顺猛洞河国家湿地公园（试点）。

湖南日报1月3日讯（通讯员 罗文彪 记者 雷鸿涛）记

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官网获悉：怀化市又有靖州茯苓、靖州杨

梅、溆浦脐橙、溆浦瑶茶等 4个农产品，被正式收录进 2020年

第三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加上入选第一批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的麻阳冰糖橙、新晃五倍子蜂蜜、芷江鸭、靖

州灵芝、黔阳天麻，怀化已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9个，领跑

全省。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

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有稳

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近年来，怀化市高度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成立了由

市长任组长的农产品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市农业农村局组

建了专门工作班子，重点推进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建设，

广泛宣传发动，组织开展名特优新农产品申报工作。

长沙文旅消费联盟成立
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记者 熊远帆）2020 年 12 月 31

日上午，由长沙市委宣传部、市文旅广电局、市公安局、市

市场监管局、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长

沙第八届阳光娱乐节启动，长沙文旅消费联盟同时成立。

近日，长沙获批为首批 15 个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之一。为进一步提升市场活力，促进文旅经济发

展，共同应对后疫情时代文旅行业的新机遇、新挑战，长沙

市旅游饭店业协会、市旅行社协会、市文化娱乐演艺行业

协会、市互联网上网服务行业协会、市旅游等级景区行业

代表 6 方签订战略协议，成立文旅消费联盟。联盟将不断

深化和提升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战略合作，实现各方

优势互补；推进一批文旅融合项目、培育一批文旅消费业

态、开发一批文旅消费产品、推出一批文旅融合线路、办好

一批文旅市场活动，搭建文旅联合营销平台。

启动式上，还发布了长沙阳光娱乐节系列活动内容，

推介了文旅消费新产品和文旅惠民新政策。

临澧开展新年义诊
湖南日报 1月 3日讯（通讯员 张润 王鸿 见习记者

卓萌）元旦这天，临澧县修梅镇玉皇庙村黄启明老人收到

一份特殊的礼物。县中医医院医生王吉耀到玉皇庙村义

诊，为黄启明看病后，又递给他一张“医患连心卡”：“这里

有我的手机号码，有困难随时联系我。”

收到这份特殊新年礼的不只黄启明。1月 1日，临澧县卫

健局组织“党员冬季送温暖”活动，来自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

院、县妇幼保健院的80名党员医疗专家组成义诊队，分赴全县

3个重点贫困村，提供上门服务。据悉，活动当日义诊1123人，

免费送药价值3529元，发放“医患连心卡”600余张、常见病防

治健康宣传册2万册、防疫中药汤剂300袋、防冻膏200盒。

创新驱动活力足
衡阳高新区获批为全国第三批“双创”示范基地

走出一条德治路
——新邵县玄本村以“功德银行”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见闻

湖南日报1月 3日讯（见习记者 马如兰）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2020 年 12 月 31

日，电影、巴陵戏新编历史剧《远在江湖》在岳

阳市南湖国际影城举行首映仪式，有着 400 年

历史的巴陵戏第一次被搬上银幕。

据了解，《远在江湖》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

启动拍摄，先后在岳阳楼景区、浙江横店影视

城等地取景拍摄。该电影以“滕子京重修岳

阳楼、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为历史背景，以现

代人思想情感为观感，生动讲述了一个如何

为官、如何做事、如何担当、如何廉政的故事，

彰显滕子京宠辱不惊、公而忘私的人格魅力，

弘扬旷怀高远、先忧后乐的政治理想和人文

精神。

巴陵戏既是活化石，又是常青树。2021

年，岳阳市委宣传部、湖南公益电影传媒中

心、岳阳市文旅广电局及市巴陵戏传承研究

院将大力推动《远在江湖》进农村、社区、学

校、广场。

巴陵戏首次搬上银幕
新编历史剧《远在江湖》首映

湖南日报1月3日讯

（记者 张颐佳 通讯员

陈铎林）2020 年 12 月 31

日，“马栏山视频文创示

范数据湖”产学研用基地

落成仪式在长沙市开福

区马栏山创智园举行。

长沙市开福区委副

书记、马栏山视频文创园

党工委书记邹犇淼介绍，

2020年，园区克服疫情影

响逆流勇进，共铺排 34个

重大项目，其中，新引进

投资 20 亿元以上项目 2

个；并充分利用中国新媒

体大会、广州文交会等节

会活动，共签约马栏山视

频科技研究院、马栏山文

化创新中心等重大项目

10 个。截至 12 月 25 日，

全年新注册企业 776 家，

累计注册企业达 1582家，

其 中 世 界 500 强 、中 国

200 强、国内行业 20 强、

上市公司一类知名企业总数达 18家，园区

初步形成了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

“顶天立地”的发展格局。

2020年，园区预计实现营收430亿元、

税收24亿元，完成固定投资155亿元，并入

选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创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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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 3日讯（记者 张佳伟 通讯

员 周鹏 黎岳峰）2020年 12月 30日，湖南孚瓯

科技有限公司第一条年产90万平方米有釉面发

泡陶瓷保温装饰板生产线，在邵阳县工业集中

区点火投产。该项目从引进到建成投产，用时仅

8个月，跑出了当地产业发展新速度。

湖南孚瓯科技有限公司有釉面发泡陶瓷保

温板项目是邵阳县重点招商引资项目，规划用

地 270亩，计划总投资 5.2亿元，建设 4条全自动

化智能生产线。全部达产后，预计可年创产值10

亿元、税收 1亿元以上。该公司自主研发的保温

装饰板，是针对现有建筑外墙保温装饰材料存

在的缺陷而开发的全功能新型建筑材料。

邵阳市政协副主席、邵阳县委书记蒋伟

表示，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一流

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周雁玲 李春蛟

2020 年 12 月 30 日，永州市冷水滩区菱角

山街道活龙井社区内，居民唐建平家中热闹

喧天：他把未婚妻王林英娶进了门。

邻居告诉记者，唐建平、王林英喜结良缘

的背后，有冷水滩区纪委监委的功劳。

2018 年，唐建平、王林英经朋友介绍认

识，交往中感情日益加深。然而，这年 9 月 18

日，王林英第一次到唐建平家，心里凉了半

截：屋前房后道路坑坑洼洼，四周杂草丛生，

离家很远才有一盏昏暗的路灯。

社区老居民唐吉田说，活龙井社区地处

老火车站一带，设施陈旧，道路老化。以前，

他们不好意思对外人说住在这里。

2018年底开始，冷水滩区纪委监委工作人

员经常来社区走访，听取群众意见，帮助办理民

生实事。通过努力，社区泥泞道变沥青路，巷道

铺上吸水地砖，铁路沿线建起古色古香的护栏，

垃圾场变成休闲健身区，老旧房屋墙体绘了 3D

艺术画，还先后引进雕刻、琴棋书画、民间手工艺

等文旅观光类小创意企业20余家。

活龙井社区环境日新月异，唐建平、王林

英的感情也瓜熟蒂落。在社区生活了 50 年的

易柏秀还向记者报喜，元旦前后，社区有 10 对

新人结婚。

社区“蝶变”喜事多

邵阳县保温板项目投产
总投资5.2亿元，从引进到投产仅用8个月

古城改造
换新颜

1 月 2 日，凤凰县凤凰古

城景区夜景迷人。入冬以来，

该景区持续推进旅游环境提

质升级，目前，部分河段夜景

亮化工程已经完成，夜幕下的

古城美轮美奂，尽展“夜凤凰”

的独特魅力。 张术杰 摄

怀化已有9个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湘西州新添3个
国家级湿地公园

中国福利彩票3D开奖信息
2021年 01月 03日

第 2021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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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中奖注数
704
677
0

单注奖金（元）
1040
346
173

中奖金额（元）
732160
234242

0

1 31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1年01月03日 第2021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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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710439245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10
126
1794
84577

1553167
12387835

中奖注数
（湖南）

2
10
108
2885
52544
449268

单注奖金
（元）
7034106
201796
3000
200
10
5

1103 18 20 3113

3333 43 17 53 62 3323 27 66

2021年01月03日 第20210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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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 37 3355 16 30 69 13 311
331 44 30 14

中国福利彩票快乐8开奖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