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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123 1 4 7
排列 5 16123 1 4 7 0 1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6053 04 13 15 30 35 03+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0

0

0

0
派奖

派奖

0 0

00

294490006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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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通讯员 胡建根 记者 杨军）今
天， 在南县三仙湖镇咸太村小龙虾精英合作社前坪，装
运小龙虾的200多个虾筐一字排开， 形成半人高的白色
筐墙。 合作社理事长曹政奇说：“我们合作社有500多户
虾农， 在稻田养虾4300多亩， 今天发出的成品虾就有
5000多公斤。”

据了解，南县推广“虾稻共生”种养模式，“一季稻两
季虾”成为当地新型特色农业产业。去年，全县稻田养小
龙虾5.7万亩， 共产小龙虾1万吨， 种养综合产值达5亿
元，种养户户均增收3000元。

南县地处洞庭湖腹地，适合小龙虾养殖。以前，很多
农民习惯种一季稻，农田冬春季撂荒闲置。近两年来，南
县积极推广“虾稻共生”种养模式，即在一季稻田里养殖
小龙虾，虾为稻“除草、松土、增肥”，稻为虾“供饵、遮阴、
避害”。种养结合，在小龙虾生长过程中，稻田不用化肥、
农药，生产出生态、优质小龙虾和稻谷。

为推广“虾稻共生”， 南县组织大型培训班30多场

次，发放相关技术资料上万份。并建立了小龙虾苗种选
育和繁育基地、 小龙虾试验示范基地等。 每年还投入
1000多万元，用于村组公路建设和沟渠疏畅工程，积极
引导土地流转，发展相关专业合作社，组织成立小龙虾
养殖协会。同时，利用省里100万元精准扶贫项目资金，
在全县扶持400户贫困户发展“虾稻共生”。今年，全县成
立小龙虾合作社25家，发展专业户4000多户。

“虾稻共生”所产小龙虾供不应求，来南县买小龙虾
的客商排队等候，稻米也卖出了好价钱。南县明康龙虾
养殖协会会长、 亮景苑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陈明亮说，
“稻虾共生”稻田产出的“生态米”，市场上每公斤最高已
卖到60元。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向
云峰 赵国珍）飞檐翘角、青白相间，两栋四层小楼古色
古香……近日，绥宁县就乡镇“五小”建设征求意见，该
县寨市苗族侗族乡人大主席团副主席黄红艳高兴地说：
“小套房不但环境幽雅，房间里还分了办公区和生活区，
有卫生间，装了热水器，配了其他必要设施。办公、生活
条件改善，我们工作起来更有劲头了！”

在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绥宁县十分重视基层基础建
设，扶持政策倾斜基层、工作经费倾向基层。近年来，该
县累计投入1.05亿元， 建立乡镇民情服务中心25个，新
建、改建乡镇小套房1296套、4.5万平方米，完善乡镇小
食堂、小厕所、小澡堂、小文体室、小阅览室等“五小”设

施125个，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314个。同时，增加村级
组织运转经费与基层干部报酬。 各行政村运转经费、乡
镇所辖社区办公经费增加至年均7万元， 城区社区办公
经费年均达15万元。去年，村（社区）干部基本报酬比上
年增长94%。

“真金白银”的投入，为绥宁县打造出坚实的基层党
建阵地，坚定了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建功立业的决
心，基层党组织向心力、凝聚力、战斗力大幅提高，大批
有带头致富能力和能带领群众致富的“双带型”党员脱
颖而出。在基层党组织和先进党员引领下，全县发展花
猪、黑山羊、青钱柳、香菇等各类农村产业协会、专业合
作组织100多个，带动群众年增收1.2亿元。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李秉
钧 通讯员 李怡霖）5月9日，由CE美
国时尚矿物带来的世界最大浮铜标

本———26吨自然铜运抵郴州国际会
展中心南广场。这个庞然大物将成为
第四届矿博会上最耀眼的宝贝之一。

据了解，26吨自然铜产于美国密
歇根州霍顿昆西矿，这里以产铜而闻
名。1997年， 在密歇根北部汉考克附
近森林中，鲁迪和詹姆斯使用金属探
测器探测时， 发现了这一巨大铜块。
地质学家们估计，该铜块的形成可追
溯到10亿年前（先寒武纪），当时地壳
运动，大量玄武岩被挤出地幔。数百
万年前，玄武岩逐渐侵蚀消散，形成
了现在美国、加拿大边界的5大湖区。
在此期间，富含铜、银等金属的热液
从地层深处被推至地表，将原始玄武
岩中的气孔充填。温度及压力环境变
化下，导致热液存于气孔中并形成实
心铜块。

今年初， 昆西矿主与CE美国时
尚矿物签订了销售合约。 于是CE美
国时尚矿物着手安排，将这块浮铜标
本从美国东北部运到了郴州，参加第
4届中国（湖南） 国际矿物宝石博览
会。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金慧 谢璐）“雨中的乔口，简直
跟我梦中的江南水乡一模一样。” 今天上午， 首届书堂
山当代文人书法周活动在望城继续举行，作家、书法家
一行来到望城乔口古镇，国家文化部原部长王蒙在游览
时说道。

乔口古镇距今已有5000多年历史， 具有深厚的
文化底蕴，唐代诗人杜甫曾在此作下《入乔口》、《宿
青草湖》等名作。2009年以来，望城区政府以集镇建
设为突破口，修十里长街、做百里水产、开千家门店、

建万人集镇，把乔口打造成特色景观旅游名镇。
游览现场， 文艺家们漫步在青砖灰瓦、 麻石路

面、木楼雕窗的乔口镇，他们边走边看，感叹乔口竟
能如此完好地修复明清旧貌， 并品尝了盐姜芝麻豆
子茶， 第一次来到乔口的中国作协原党组副书记王
巨才连续喝了两小碗茶后，竖起了大拇指，对茶的地
道风味称赞有加。 随后， 雅士们游览和参观了乔江
书院、百岁街、三贤祠等文化景点，临走时，纷纷留影
纪念。

下午，文艺家们来到望城铜官窑，举行创作陶瓷收
藏壶活动，由中国作家书画院执行院长白描主持，此前，
知名陶艺大师围绕“铜官”主题和“湘江古镇”元素创作
出一大批精美绝伦的陶艺作品， 在文艺家们前进行展
示，并通过他们挥毫舞墨，进行再创作，实现书法艺术与
陶瓷艺术的完美融合。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唐善
理 通讯员 黄志东）5月9日， 江华瑶
族自治县文物工作人员在大圩镇大
圩街村民余昌斌的旧宅内，观看到了
红七军遗留在墙上的18条标语和一
幅马克思画像、一本《士兵四字经》及
部队在此驻扎时使用过的2口石水
缸。这些标语、画像历经85年风雨，至
今仍然保存完好。

此处旧宅系余昌斌祖屋， 几年
前，余昌斌建了新房，从旧宅搬出后，

旧宅租给他人居住。“我从小就是看
着这些标语、听着老人讲红军故事长
大的。”76岁的余昌斌抚摸着那堵标
语墙，满含深情地说。

据江华县志记载，1931年1月9
日，红七军占领江华县城沱江。1月
12日，红军翻越勾挂岭，过猫仔桥，
经桥铺、黄庭，进入大圩驻扎。为了
发动群众， 在大圩镇的大街小巷、
桥头、 路旁， 红军战士写了大量的
标语、 口号。 余昌斌家的老宅当时

是红七军十九师政治部居住地。
“红七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实
行耕者有其田”、“拥护全国苏维
埃”、“红军胜利万岁”等，这些宣传
标语， 至今在余昌斌老宅的内墙
上，仍保留完好。

江华文物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此
次发现的红军标语集中且数量众多，
历经85年风雨仍然字迹清晰可辨，具
有较高的历史研究价值和宣传教育
意义。

� � � � 湖南日报5月9日讯 （记者 施泉
江 通讯员 刘小林）5月7日，中国（湖
南）·俄罗斯———“湘品入俄” 国际贸
易交流会暨宁乡经开区“2016年蓝
月谷之夏活动季”启动仪式在宁乡隆

重举行，中俄近100家企业参加。
近年来， 宁乡积极挺进国际市场，

充分吸纳全球要素，全力打造内陆开放
型经济新高地。特别是宁乡经开区作为
全市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和增

长核心，以茶叶等湖南名优特产品为切
入，实现特色产品在俄罗斯的市场入驻
与网点布局， 同时为推动双方增加投
资、延伸精深加工上下游产业链、加强
技术设备研发等合作另辟蹊径。

通讯员 张仁贵 胡名发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耕耘一分才。”这是溆浦县
国税局稽查局局长陈旭推崇的格言。5月9日， 记者采访
陈旭，看到近百本的读书笔记和几十本工作日记，见证
了这位税官20年锲而不舍做学习型干部、坚持岗位学习
的精神和学以致用的实干情怀。

1995年陈旭大学毕业，到条件艰苦的江口镇国税所
工作。所有的业余时间，陈旭都随身带着材料学习，甚至
乘车、乘船，他都在苦读。

2000年7月， 陈旭考入溆浦县国税局稽查局工
作。初到稽查岗位 ，他一时不知从何下手 。怎么办 ?
学 !每天，陈旭都坚持学习业务知识 。陈旭还向“前
辈”们学习经验。每次下户检查前，他都要认真翻阅
过去的年度稽查案卷，掌握稽查流程。对有疑惑的问
题，他就认真记录下来，回到单位后，虚心向同事请
教。一次，陈旭遇到一个是否为混合销售行为的定性

问题。他以纳税人的名义向江苏国税有关部门咨询。
得到答复后， 他再走正规程序向溆浦县国税税政科
咨询。

陈旭就由一个稽查的“门外汉”成长为全局的“稽查
能手”。2005年至2006年， 陈旭代表溆浦县国家税务局
稽查局参加怀化市稽查案件案例分析比武，两次获得全
市第二名；2008年，由陈旭负责的“湘维专案”检查、房地
产、超市、福利企业等专项检查均取得优异成绩。陈旭在
对溆浦县一家房地产企业2008-2009年的税收检查中，
查补税款360余万元，并作为县局的大案要案上报市、省
局，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

2015年7月，陈旭再次通过竞聘，担任溆浦县国税
局稽查局局长。 他从未放松对自己的业务要求， 也要
求全局干部提高“进得去、查得出、定的了、收得到”的
税务稽查能力。 陈旭带头参加省局组织的业务大比
武，并取得个人94分，在全局47名参考人员中排名第
一的好成绩。

稻田“养大”小龙虾
南县稻田养小龙虾5.7万亩，年综合产值达5亿元

党建阵地建得牢
绥宁近年来建乡镇民情服务中心25个，
村级组织活动场所314个

� � � � 5月9日，工作人员在拆除固定26吨自然铜的钢索，将其运到展区位置。
李科 摄

探胜寻幽到古镇
首届书堂山文人书法周
举行游乔口古镇等活动

勤学20年，
终成一干才

自然造化最神奇
世界最大浮铜标本，26吨自然铜自美国运抵郴州

“湘品入俄”贸易交流宁乡启动

历经八十五载 犹闻战马嘶鸣
江华发现18条红军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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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29 1040 34216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79 173 134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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