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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2年 2月 6日

第 20120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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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6 1000 546000

组选三 0 320 0
组选六 1686 160 269760

9 28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0
二等奖 76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42621
2 466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412
3973
38835

53
120
1253

502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57072
350815

1789
10066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2年2月6日 第201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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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奖池：0 元
27 1023 21 03 30 11 18

1. 求真、务实、创新（中国石油
湖南湘西销售分公司 覃泽辉）

2. 爱国图强 、先忧后乐 、团结
求索、与时俱进（人民网湖南频道 李
美军）

3. 心系百姓 、奉献自己 、务实
创新、敢为人先（汉寿 朱立中）

4. 儒雅、宽厚 、创新、跨越 （汉
寿 何艳）

5. 创新、坚韧 、公勇 、诚朴 （湖
南大学 蒋正阳）

6. 儒雅、厚古 、智广 、创新 （湖
南大学 章焱）

7. 尚德自强 、敢为人先 、奋发
进取、兴湘报国（国家统计局湖南调
查总队 刘顺国）

8. 火辣倔美 、心怀天下 （长沙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杨小毛）

9. 经世致用 、担待天下 、博爱
图新、无私无畏（长沙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 王玉林）

10. 心系湖湘、胸怀中华、善为人
先、创新跨越（安化县科技局 章关保）

11. 厚德 、务实、求真、诚信 、坚
韧、坦诚、忠贞、报国（长沙 张莎莎）

12. 智慧若水 、刚健如山 、厚重
比地、大气似天（湘钢一中 李青云）

13. 懿德睿智 、团结奋进 、敢为
人先、坚韧执着（省直机关 蒋文英）

14. 图强向上 、胸怀天下 、敢为

人先、追求卓越（长沙理工大学离退
处 陈书开）

15. 霸得蛮、善图新、敢争先、勇
担当（中建五局 孙红）

16. 忧国忧民 、乐居乐业 、求新
创新、争先创先(中建五局 黎世中)

17. 忠勇团结 、敢为人先 、务实
创新、和谐奋发(浏阳 张善桂)

18. 勤奋、果敢、包容、心怀天下
（广西扶绥县渠黎华侨林场 朱建武）

19. 坚韧 、果敢 、乐观 、睿智 （湖
南智龙数友科技有限公司 彭荣）

20. 尚德 、担当 、创新、包容 （汉
寿县委组织部 曾文杰）

21. 拼得 、苦得 、蛮得 、忍得 、信
得（永州市冷水滩区政协 吕华军）

22. 泼辣果敢 、敢为人先 、先知
忧患、患难与共（益阳市资阳区粮食
局 许江洪）

23. 胸怀天下 、敢为人先 、开放
包容、创新图强（长沙市农村工作办
李朝晖）

24. 尚德 、敢为 、勤勉 、创新 （双
峰县委宣传部 禹启夫）

25. 尚德自强 、经世致用 、心怀
忧乐、敢为人先（湖南省社会主义学
院 许奕锋）

26. 敢为人先 、勇于担当 、开放
包容（慈利县委 邢川）

27. 爱国求实、争创一流 （麻阳

苗族自治县政协 易声明）
28. 勇于开拓 、甘于奉献 、包容

创新（湘潭市岳塘区土地和房屋征收
事务所 周志敏）

29. 励精图治 、敢为人先 （浏阳
市人大常委会 刘一江）

30. 胸襟宏阔 、勇于担当 、坚毅
务实、爱国同心（湖南省委机关服务
中心 黄国庆）

31. 勤劳朴实、勇于担当 、敢为
人先、不屈不挠（湘潭职业技术学院
常红春）

32. 自强不息 、坚韧不拔 、心忧
天下、敢为人先、追求卓越(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 张蕾)

33. 坚韧 、豁达 、慎独 、和谐 （湖
南省保险行业协会 佚名）

34. 勤耕好学 、忠孝为本 、务实
严谨、敢为人先（长沙县人大常委会
柳铁强）

35. 心怀若谷 、利济苍生 、敢为
人先、求索真理、百折不回（省直机关
政府采购中心 刘跃华）

36. 崇德重义 、忠国爱家 、心忧
天下、勇于担当、敢为人先（省水利厅
刘东海）

37. 弘毅自任、敢为人先 、开放
包容、经世致用（长沙市岳麓区工商
联 夏策联）

38. 敢为人先 、心怀天下 、经世

致用、开放包容（长沙市岳麓区工商
联 孟庆海）

39. 自强 、求是 、深厚 、革新 （溆
浦县委宣传部 谢华）

40. 执拗、担当、求索（湖南出版
集团 贺永祥）

41. 崇学厚道 、发奋图强 、敢为
人先、心忧天下、团结创新（湖南出版
集团 曹新华）

42. 担当 、争先 、尚义 、图强 （永
兴县广播电影电视局 曹向群）

43. 心忧天下 、敢为人先 、开放
包容、改革创新（湖南韶峰南方水泥
有限公司物资公司 谭小俊）

44. 坚韧热情 、求真创新 、大爱
奉献、果敢担当（长沙市芙蓉区财政
局 黄湘娟）

45. 勤勉担当 、务实创新 、开放
包容、和谐互爱（湖南华能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刘军军）

46. 忧国忧民 、敢做敢当 、敢为
人先、甘于奉献（湘潭 易小兰）

47. 经世致用 、勇于创新 、敢为
人先（湘潭 佚名）

48. 爱国好学 、实事求是 （天剑
服饰 维龙）

49. 明理重义 、尚德勤业 、兼容
并蓄、和衷共济（天剑服饰 佚名）

50. 智勇 、实诚 、担当 、奉献 、自
强、图新（天剑服饰 莫辉华）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段涵敏 通
讯员 熊军） 记者今天从长沙血液中
心获悉，连日来，通过媒体的关注和
呼吁，爱心人士参与，街头日均献血
人次上升到200余人次 。 截至今日8
时， 长沙市血液总库存由1月31日的
2027袋上升到2800余袋。 长沙血液中
心表示， 仍需更多爱心市民的参与，
缓解血液库存压力。

由于春节前后长时间的低温雨
雪天气，导致街头无偿献血者寥寥无
几，日均献血甚至低至数十人次。1月
31日， 长沙市临床输血实施重点保
障， 有限的血液资源用于保证孕产
妇、特殊医疗对象、急诊和危重症病
人的救治用血。 据统计，从除夕到正

月十五（1月22日至2月6日 ），长沙市
参加无偿献血的爱心市民共2700余
人次。 2月5日至6日，血液中心推出了
“爱满中华喜迎元宵 金龙踏雪传颂
爱心”献血活动，共吸引了700多位市
民献血。

长沙血液中心主任王双林表示，未
来几天，由于低温雨雪天气，预计街头
献血人次不会有大的攀升， 而临床用
血的需求量正不断呈上升趋势，为此，
长沙血液中心除加大与有关单位联系
团体献血、增加流动采血车工作外，重
点策划了情人节献血活动，2月12日至
14日参加无偿献血的市民将获得巧克
力1盒和玫瑰花1枝，期待爱心人士用热
血见证真情，用爱心拯救生命。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李箐箐 陈樱子） 中联重科
今天传出消息， 在中央电视台于2月
4日举办的 《春暖2012》 大型公益晚
会上， 中联重科现场捐款200万元 ，
为乡村留守儿童建立 “乐和之家”。

据了解 ， “乐和之家 ” 是大学
生社工进入农村社区、 服务农村留
守儿童的公益慈善项目， 为留守儿
童提供家一样的社会管理和关爱 。
该项目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
基金募集和管理单位， 北京地球村
环境教育中心为项目执行单位。 此

次中联重科的捐款， 将按照每个试
点村6万元的标准， 为10个县30多个
乡村留守儿童建立 “乐和之家”。 接
到捐款， 北京地球村环境中心创办
人、 “乐和之家” 项目总负责人廖
晓义女士表示感谢， 并希望 “这样
的爱心行动源远流长”。

中联重科副总裁万钧表示 ：“留
守儿童的家庭、父母为中国制造业做
出了很大的贡献，中联重科有责任对
留守儿童这一群体给予特殊的关注
与支持，为大量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建
设的留守家庭解决后顾之忧。 ”

本报2月6日讯 （记者
李茁 通讯员 胡喆） 从今天
起 ， 长沙警方开展为期4个
月的公安民警涉毒涉枪涉车
涉酒涉赌违法违纪问题集中
整治专项行动。 长沙市公安
局局长李介德表示， 将采取
过硬举措从严治警。

集中整治期间， 长沙公
安机关将实行 “8条铁规 ”：
公安民警吸食 、 注射海洛
因、 冰毒、 麻古、 K粉 、 摇
头丸等传统毒品、 新型毒品
的， 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公
安民警违规使用枪支构成犯
罪的 ，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违规用枪致人死亡的， 所在
县市区公安局局长引咎辞
职 。 公安民警携带枪支饮
酒， 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
开除处分。 公安民警酒后驾
驶机动车 ， 造成严重后果
的， 给予开除处分； 醉酒驾

驶机动车的， 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公安民警工作时间饮
酒的 ， 一律给予纪律处分 ；
造成严重后果的， 给予开除
处分 。 公安民警使用无牌 、
套牌、 假牌机动车辆的， 给
予纪律处分 ， 领导干部免
职 ； 民警配偶子女使用无
牌 、 套牌 、 假牌机动车辆
的 ， 对该民警给予纪律处
分 。 公安民警参与赌博的 ，
一律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情
节较重的 ， 清除出公安队
伍； 情节严重的， 给予开除
处分。 公安民警为涉赌涉毒
场所提供保护 、 通风报信
的， 一律给予开除处分。

为广泛发动群众参与 ，
长沙公安机关设立举报电话
0731-82587971， 群 众 遇 有
民警涉毒涉枪涉车涉酒涉赌
行为， 可拨打该电话举报投
诉。

本报2月6日讯（记者 李茁 通讯
员 肖强 曹征麟）长沙营盘路湘江隧
道建成通车后，对缓解长沙湘江过江
交通拥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
各方面原因，也导致了局部交通拥堵
加剧、交通矛盾集中等问题，特别是
松桂园路口交通拥堵日益严重。 最
近，长沙交警经多次调研论证，提出
了营盘路沿线交通组织新设想。

具体设想为， 在长沙市芙蓉路松
桂园路口采取如下交通组织优化措
施： 一是东西向禁止除公交车以外的
其他机动车左转，以确保营盘路、芙蓉
路主线直行交通的畅通； 二是路口重
新渠化， 西入口设置3直＋2右共5条车
道（西入口无左转公交车，右转车道与
直行车道须用护栏隔离），东入口设置
1左 （公交专用）＋3直＋1右共5条车道；
三是路口东西向禁止除公交车以外的
其他机动车左转后，设置东往南、西往
北左转短时相位(10秒左右)，解决路口
公交车（150，303，309路）、非机动车的
左转问题。

根据有关专家意见， 长沙交警部
门还将实施以下具体组织措施， 一是
取消营盘路—清水塘路口信号灯，路
口车辆右进右出，路口重新渠化，补齐
中央护栏，行人经地下通道过街。 二是
建议将营盘路—东风路口东、 西入口
左转相位设置为最小绿灯时间 （15
秒），同时将营盘路—迎宾路口西口的
人行横道东移， 在人行横道西侧设置
西往西掉头车道。 营盘路—东风路口
现状高峰期东西入口左转相位绿灯时
间为22秒（周期104秒），东西直行相位
绿灯时间为56秒， 压缩东西入口左转
相位绿灯时间至最小绿灯时间 （15
秒），可将节省时间主要补充到东西直
行相位， 可大大提高东西向主线的通
行能力， 避免东入口车辆排队至隧道
内。 三是建议将蔡锷路的营盘路至五
一大道路段单行线方向调整为由北往
南。 四是建议对营盘路—蔡锷路口的
东西入口车道进行相应调整。

请市民拨打122、96218提出自己
的看法和建议。

“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表述语选登“湖南精神”征集提炼

本报2月6日讯 （通讯员 谭洁）
省贸促会今天透露， 湖南零陵恒远
发电设备公司董事长郭远军日前获
评 “中国企业走进东盟优秀企业
家”， 成为全省唯一获此称号者。

“中国企业走进东盟 ” 评选活
动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
旨在提升中国企业
的良好信誉， 促进
中国与东盟企业的
交流与合作。 此次
评选在全国范围内
共评出10家 “中国
企业走进东盟优秀
企业 ” 和5位 “中
国企业走进东盟优
秀企业家”。

2010年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

成后， 郭远军带领公司团队积极参加
越南、 泰国等东盟展会， 拜访客商，
寻觅商机， 使恒远发电设备在东盟市
场迅速占据一席之地。 2011年8月， 由
恒远制造的国内最大最先进轴伸贯流
式机组出口泰国， 并以200万美元创下
湖南水电单机出口额度最高纪录。

全国5人 湖南唯一
郭远军获评“中国企业走进东盟优秀企业家”

长沙“8条铁规”从严治警

2月6日，长沙火车站母婴军人候车室客运员陈小勇在为旅客送水。 从事铁路工作多年
的她，自创了“小勇板凳”、“小勇名片”等特色服务，让过往旅客倍感温馨。

本报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李镁铭 摄影报道

说基层镜

(紧接1版)然而，这个坚强的姑娘并没有消沉，
在父母悉心培养教育下，刘赛快乐地成长着。
小时候，刘赛就热爱唱歌，特别喜欢桑植民歌
和民族音乐。 2002年，初中毕业的她考入了湖
南艺术职业学院， 开始了专业音乐学习。 从
此，刘赛显现了出色的音乐才华。 求学期间，
她举办了该学院建院以来首场学生独唱音乐
会，还被省文化厅授予“优秀演员奖”。

2007年，刘赛的舞台越来越宽阔，她被中国
残疾人艺术团录取为演员，这个失明“小百灵”

开始在国家大剧院、 北京保利剧院及2008年北
京残奥会圣火采集仪式上放歌， 她还跟随中国
残疾人艺术团远赴日本、新加坡、以色列等国巡
回演出，让甜美的歌声飘荡在异国他乡。

在星光大道年度总决赛中， 刘赛经过四轮
比赛，其甜美的歌声和灿烂的笑容，征服了观众
和评委。 在最后一轮演唱中，刘赛以一曲《望月》
最终问鼎总冠军。著名湘籍歌唱家兼评委的宋祖
英现场用《望月》中的歌词对刘赛作了如此评价：
世界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的是你。

献血人数开始“回暖”
仍需更多爱心缓解用血压力

中联重科关爱留守儿童

捐资200万元援建“乐和之家”

营盘路湘江隧道交通拥堵加剧
交警提出道路组织优化新设想

市民可拨打122、96218提出看法和建议

温馨候车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