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彩民派奖期间购彩气氛浓
郁， 手气也很旺， 在双色球第
2015139期湖南彩民就摘得两注头
奖，奖金高达1172万元（含加奖500
万），可谓双喜临门。这不，12月3日
下午， 来自株洲石峰区杉木塘五金
机电市场1栋4号43039546站中得
的头奖主人就喜气洋洋地来到了省
中心，给我们分享他的中奖经历。

大奖得主胡先生（化姓）每期必
买双色球， 是有着8年彩龄的老彩
民了， 就连胡先生自己也笑谈：“抗
战历时8年胜利，我坚持买了8年也
该中个一等奖了！” 就凭这股自信，
任性夺得了派奖期间湖南中得的第
三注千万大奖。 幸运号码得来也十
分简单， 胡先生采用机选加守号的
动态机制， 前一组号码守了几个月
没有动静，胡先生才机选换了一注，
看到号码有眼缘就留下守着， 才十
几期就守来了这注头奖， 也让胡先
生自己惊喜不已。

据胡先生自述， 第一次买双色
球就中了20元，这对他是个很大的
鼓舞，也促使他对“彩票航母”—双
色球游戏情有独钟。 虽然他也时而
买动物总动员和3D等其他福彩游
戏，但重心放在了双色球。对于双色
球，胡先生是每期必买，多年来未曾
落过一期。 他还提到， 如今中了大
奖，家人买双色球比他还积极，时不
时还交流投注经验， 家里又多了聊
天的话题。而对于奖金的规划，胡先
生除了打算做一些投资外， 还会试
着往更多领域去涉足， 当然更重要
的是改善家人的生活， 让家人过得
更舒心才是关键。 ■李雪娇

经济信息

本报12月6日讯“小伙
子肯学肯干、悟性又高，工作
不仅能抓住重点， 还能超出
预期。”这个经常被领导同事
夸赞的年轻人就是农业银行
常德分行计划财会部副总经
理田冲，入行7年来，他用勤
奋和智慧在不同的岗位崭露
头角，获得多项荣誉称号。

2008年，田冲从同济大
学毕业后来到常德农行工
作。 学生时代的好底子加上
工作后的勤钻悟， 田冲很快
初露锋芒，2012年初通过公
开竞聘晋升常德分行计划财
会部总经理助理。 也是在这
一年， 田冲带领团队围绕资
本抓创效， 强化资本有效精

细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常
德分行经济资本回报率居全
省系统内第一， 并以全省第
十的资本占用创造了第三的
经济增加值， 经济资本评价
得分居全省农行系统第二。

2013年4月， 田冲调任
辖内桃源支行担任副行长。
针对支行经济资本占用大、
系数高的状况，他想方设法
带领所在行压降经济资本
4000万元， 降幅达50%。作
为支行的管理者，田冲带领
团队狠抓运营管理，实现了
运营量化指标排名齐提升，
多项指标由年初末位跃居
全市系统前列。

为了让优秀的年轻人带

动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去
年5月，田冲兼任常德分行团
委书记。一年多来，田冲积极
谋划， 出台多项考核激励办
法， 还搭建平台组建各类兴
趣小组， 带领青年员工定期
从事各种公益活动。

凭借积极向上独立严
谨的工作态度，田冲收获了
沉甸甸的果实：2013年获得
农总行“中国农业银行青年
岗位能手” 称号，2014年在
农总行微博发起的“我身边
的青年榜样”人物评选中获
评“人气青年”，同年被评为
湖南省分行2014年度先进
工作者。 ■通讯员 彭沙诗

记者 潘显璇

老物业赖着不走，法院帮业主“赶人”
格林星城小区原物业公司延期服务11个月终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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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令时节，雾霾天气频发给人
们的健康带来严重隐患。PM2.5携
带的大量有毒有害物质，可以通过
支气管进入肺部，甚至融入血液中，
引发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血管疾病。

如何减少雾霾对身体的伤
害， 治咳护肺鼻祖白云山潘高寿

有着独特的见解。 常见防霾措施
如戴口罩属于“外防”，但无论“外
防”措施多么得当，也无法完全阻
止PM2.5的入侵。由于肺脏是最易
受到雾霾伤害的脏器， 所以潘高
寿提出，在“攘外”的同时，更应重
视“安内”调理。

川贝母、枇杷叶、桔梗等传统
中药，具有清肺润肺的功效，通过
清肺润肺， 修复雾霾所带来的肺
部损伤，呵护肺脏健康。作为传统
百年中药企业， 白云山潘高寿不
仅拥有符合GMP标准的现代化
厂房， 从国外引进具有国际领先
水平的自动化生产线， 并拥有一
整套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 在沿
袭传统中医药“治未病”理念，一

百多年来关注“肺部健康” 的同
时， 公司更加注重探索对肺部的
治疗和养护研究， 建立了完整的
中医药养肺护肺产学研体系。

2013年4月， 潘高寿成立了
国内首个专门用于资助PM2.5伤
害防治的基金———广药潘高寿
“绿肺基金”， 并与上海复旦大学
公共卫生学院合作完成了国内首
个防治PM2.5肺损伤研究。 研究

发现，潘高寿治咳川贝枇杷露、蜜
炼川贝枇杷膏对于PM2.5肺损伤
的防治均有显著的药效作用，能
有效抑制炎性因子分泌， 减少细
胞内容物分泌，清除肺部垃圾，有
效预防PM2.5肺损伤。

雾霾之下人人平等，没有人能
够独善其身，市民应注重内外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重调理肺部，
重视自身健康，防患于未然。

本报12月6日讯 总投资120亿
元，总建筑面积约500亩，集合了大、
小宗商品交易、 电子商务、 国际会
展、智能仓库物流、金融商务、餐饮
娱乐、生活教育、专业综合物管等多
项功能于一体的世界级商贸物流基
地正在建设中。目前，邵阳正朝着建
设湘西南地区最大商贸物流中心的
目标迈进。

■尹建国 陈志强 陆益平

本报12月6日讯 近日，
“跟随鸟儿去洞庭”的招募信
息在长沙市民的微信朋友圈
刷屏。 该活动将邀请100位
“湿地保护志愿者”体验“2天
1晚”环洞庭之旅。信息发布不
到一天， 就有超过千名中外
观鸟爱好者报名。 本次活动
是第八届洞庭湖(岳阳)国际
观鸟节的重要主题活动之
一，将于12月10日至11日举
行。活动由湖南日报社主办，
湖南华声全媒体传播有限责
任公司全程运营。

61岁老外报名参与

“去洞庭湖观鸟，一直是
我的梦想。”61岁的美国人

Steven是资深观鸟爱好者，
他来长沙工作也是为此。

带上一部相机，徜徉如
画洞庭，看飞鸟蔽空，听精灵
天籁， 这是本届洞庭湖国际
观鸟节特别为观鸟爱好者打
造的福利活动。 活动信息发
布不到一天， 超过千名中外
观鸟爱好者纷纷报名参与，
Steven也是其中之一。

数十万羽候鸟等你相约

300多种、 数十万羽鸟
群在宽阔的湖面上时而腾
飞、时而降落。白鹳、黑鹳、
白鹤、白头鹤、大鸨、中华秋
沙鸭、白尾海雕等国家一级
保护鸟类随处可见。每年冬

季，南迁而来的候鸟们总是
对洞庭湖情有独钟。这也成
就了湖南的一张绿色名
片———洞庭湖国际观鸟节。
举办地岳阳市也因此荣获
了“中国观鸟之都”的美誉。

近些年来，岳阳市政府
及东洞庭湖自然保护区采
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对保护
区核心区域实施封闭管理，
加强洞庭湖湿地研究，推动
综合执法。2014年， 洞庭湖
国际观鸟节的主场———湖
南东洞庭湖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评为全球首批23块
绿色保护地之一。这是中国
首个获此殊荣的湿地类型
保护区。 ■杨仕凡

本报12月6日讯 原物业服务
合同期满后，物业公司延期服务11
个月也不退场，直到小区业委会将
他们告上法庭。最近，长沙岳麓区
人民法院对格林星城小区新老物
业交接纠纷一案做出判决，要求广
佳物业公司限期退场。

原物业公司拒绝退场

12月4日，天下着蒙蒙细雨，格
林星城小区门口保安亭里空无一
人，几名环卫工人正冒雨清理露天
堆放的垃圾。11月30日开始， 原物
业公司（广佳物业公司）停止向小
区住户提供服务，环卫工人由西湖
街道办事处组织而来。

广佳物业公司是小区开发商
聘请的先期物业，与业委会两次续
签物业服务合同，第二次合同约定
在2014年12月31日止。

2014年10月，业委会选聘了另
外一家物业公司并签订合同。然
而，2015年1月1日本该新物业公司
进场的这一天，广佳物业公司并没
有完成交接，反而开始入户征集业
主签名。

“业委会选聘新物业依据的是
业主签名，我们认为签名真实性有
问题。”广佳物业的黄文秋介绍，格
林星城小区共有1299户，每年的物
业服务费缴费率都达到92%以上，
他们对自己的服务有信心。在接下
来三天里， 他们对766户业主做了
调查， 其中有超过500户同意由广
佳物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

法院认定原物业公司败诉

今年7月， 业委会将广佳物业
公司告上法庭， 要求后者退出小
区。

岳麓区人民法院认定， 根据
《物权法》， 选聘和解聘物业服务
企业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
项， 应当经专有部分占建筑总面
积过半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业
主的同意，根据《物业管理条例》，
业主大会会议可以采用集体讨论
的形式， 也可以采用书面征求意
见的形式， 业委会提供的统计表
符合这几项要求， 也有西湖街道
和黄泥岭社区领导见证签字，所
以予以支持。 至于广佳物业公司
自行组织的入户签名， 因无任何
单位和个人签章， 对证明目的不
予认定。

于是， 岳麓区人民法院11月9
日做出了判决： 判决生效的15日
内，广佳物业公司退出小区。至此，
广佳物业公司长达11个月的“延期
服务”结束。

■记者 叶子君

防霾护肺中药显功效 解密白云山潘高寿

农行常德分行田冲：“青年榜样”炼成记

任性！株洲彩民机智抱
得1172万元头奖

邵阳打造湘西南
最大商贸物流中心

千名爱好者报名洞庭观鸟
12月4日，长沙市岳麓区格林星城，每个楼栋的出口都堆满了垃圾。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