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 年 6 月 15 日

第 2017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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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2 1040 8860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239 173 214347

8 27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6月15日 第20170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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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978436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3
二等奖 9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0000000
1 19846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535
72026

1275536
10052476

58
2393
43893
343273

3000
200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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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区：启动安全生产活动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谢璐 通
讯员 李月兰）今天，长沙市望城区斑马
湖广场， 一场以安全生产为主题的文艺
汇演正式拉开了该区2017年“安全生产
月”系列活动的帷幕。据了解，在“安全生
产月”期间，该区将在各街镇、园区陆续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场文艺汇演、“最美
基层安监人”演讲比赛、安全生产广场咨
询日、安全生产知识千人大培训、应急救
援演练等活动， 在全区掀起安全生产宣
传热潮。

雨花区：首个见习基地授牌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姚学文）
今天，长沙市雨花区首个大学生就业见习
基地授牌，区内企业湖南晶炬钣金科技有
限公司“中彩”。雨花区人社局局长罗玲介
绍，建立就业见习基地，一方面是为了探
索破解大学生“就业难”的新途径，另一方
面也是给就业前的大学毕业生提供一个
很好的锻炼平台。

资兴：设立调解救助基金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李文峰 林建秀）今日，资兴市司
法局负责人介绍， 该市人民调解工作再
出“新招”，在全省率先建立县级人民调
解救助机制， 即每年由市财政预算安排
10万元，设立人民调解救助基金，对因纠
纷导致经济上确有困难的特定当事人，
给予适当经济救助。据了解，此举措旨在
救助解决人民调解协议履行中存在的困
难，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维护社会大
局稳定。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彭业忠
通讯员 覃昆）6月13日， 记者从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全面深化改革办了解
到，该州出台了《关于鼓励干事创业建立
容错纠错机制的实施意见》《关于对“为
官不为”“不在状态” 行为实施问责的暂
行办法》， 为干事创业者容错与纠错，向
为官不为和不在状态者亮剑。

自治州新出台的文件里，明确规定
了容错的5种情形与8种事项，包括经过
了民主决策程序，没有为自己、他人或

单位谋取私利等情形，以及在推进扶贫
攻坚、整合财政资金、深化行政审批改
革、适度举债发展、支持地方企业上市
融资和PPP项目资产证劵化等体制机
制创新中，出现失误或造成不当后果等
事项。

自治州还规定， 对免予追责的单位
或个人不作负面评价，不影响评先评优、
绩效考核、提拔使用，并主动为他们开展
工作创造良好环境， 必要时在一定范围
内澄清事实，消除负面影响等。

自治州规定了5种“为官不为”、6种
“不在状态” 问责情形， 包括在联系群
众、服务基层方面，对群众信访、群众诉
求敷衍了事，上推下卸，以及工作能力
不足，工作效率低下，不钻研业务，工作
能力不适应岗位需要，对上级政策精神
缺乏理解力、执行力、创造力，致使本地
区、本部门工作长期被动落后，或未能
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且干部群众反
响较差等。

自治州州委副书记、 统战部部长、

全面深化改革办公室主任曹普华告诉记
者，对“为官不为”“不在状态”者进行问
责，将实行开放式程序。如明确规定了由
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人联名提
出，并经有关部门确认的问责建议；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事实依据且影响较大
的举报、投诉；新闻媒体曝光的重大问题
等。通过出台两个文件并落到实处，为迎
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和自治州60周年
州庆，营造良好的改革、干事、创业环境氛
围。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李秉钧 颜石敦）6月15日晚，第
四届郴州市道德模范颁奖典礼暨郴州市建设“好人之城”启
动仪式举行。 该市宜章县思源实验学校小学教师谭兰霞等
19人，被评为2016年度“最美郴州人”。其中，10人还被评为
第四届郴州市道德模范、9人被评为第四届郴州市道德模范
提名奖。

今年来，为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该市组织开展了“最美郴州人”和道德模范
评选活动。经基层推荐、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组委会审定、
媒体公示等程序，评选出了19位“最美郴州人”。现场为道德
模范和道德模范提名奖的获得者颁奖。

表彰的同时，郴州正式启动了“好人之城”建设，发布了
《郴州市建设“好人之城”工作方案》和《郴州市建设“好人之
城”礼遇帮扶道德模范、身边好人、优秀志愿者实施办法（试
行）》两个文件。该市明确了建设“好人之城”，重点在规划推
评全国全省全市有影响的“郴州好人”、开展“郴州好人”先
进事迹宣传展演、 经常化开展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 打造
“郴州好人”主题公园广场、建立礼遇帮扶“郴州好人”的关
爱机制等5大项目。还重点从物质奖励、医疗保健、宣传展示
等8方面礼遇好人，让好人有好报。

为干事创业者容错 向为官不为者亮剑

自治州容错纠错与问责并施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记者 曹辉 通讯员 曾佰龙）6月
13日， 湘潭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对湘潭锦宏重工
机械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湘潭新洲润滑油有限公司2户重大
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这是湘潭市第一次对
失信企业实施的联合惩戒行为。

湘潭国税局查处的这两家未缴纳税款、 滞纳金和罚款
的企业，目前相关信息已在“信用湘潭”网站失信黑榜上进
行公布。湘潭市发改委商务科负责人介绍，被联合惩戒的企
业，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如发改委对其从严审核行政
许可审批项目、限制新增项目审批核准、限制股票发行上市
融资或发行债券、严格限制申请财政性资金项目、限制参与
有关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限制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事
业特许经营和限制参与重点项目建设等。 其他部门也将在
相应职责领域内对其开展限制。

据了解，湘潭市推行的联合惩戒为动态管理，如上述两
起重大税收违法案件信息，自市国税局公布之日起，满2年
后，其信息将从失信黑榜中撤出，但其相关失信记录在信用
平台后台予以保存。当事人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后，市
国税局将会通知市信用办及相关部门， 按照法律法规和相
关规定解除惩戒，并从“信用湘潭”网站失信黑榜栏目撤下
不良诚信记录。

湘潭对失信企业
实施联合惩戒

郴州建设“好人之城”
“最美郴州人”出炉

新闻集装

6月14日，嘉禾县国税局、地税局的2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龙潭镇敬老院为76岁的老
人候井良（中）过生日，并为敬老院其他16位老人送去慰问物资。这样的慰问活动，他们
已坚持了25年。 黄春涛 黄劲松 摄影报道

爱心接力不间断

湖南日报6月15日讯 （记者 周云武
李治）长沙市今天召开新闻通气会，宣告
《关于振兴长沙工业实体经济的若干意
见》出台。在降低成本、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开拓市场、人才培育、优化发展环境
等方面推出30条意见。

今年国家决定在以往持续降成本的
基础上， 再为实体经济减负1万亿元，振
兴实体经济。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长
沙积极行动。 长沙市经信委主任黄滔表
示， 在市委、 市政府主要领导强力推动

下， 各部门全力配合，“向50多个市直部
门或园区征求了意见，其中36个部门（单
位）共反馈意见97条，反复修改了16稿。”

长沙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钟伟说，长
沙市的这套措施和全国兄弟城市相比，
力度大、措施实，系统性强。如降成本涉
及到规范政府收费的方方面面， 既覆盖
了土地、劳动力、资金、税收、物流等要素
成本，也涉及到激励企业家精神，培育人
力资源等长效降成本机制。

企业在用地、报建费、水、电、燃气等

要素成本以及用工、融资等费用降低，还
在智能化改造、股改上市、军民融合发展
等方面获得支持，多则减少建设成本、运
营成本、技改成本上千万元，少则数十万
元。 长沙市还创造性地提出工业建设项
目模拟审批制度， 提前放线可大幅缩
短开工时间，而时间就是经济成本。

对产值过亿元且税收过500万元
的工业企业，在未来3年内企业承诺产
值与税收能实现倍增， 每年复合增长
率不低于26%，由各区县(市)、园区每

年度按照企业税收增量本级部分的50%对
企业进行事后奖补， 用于支持企业进行智
能化升级改造、购买管理提升服务、加大研
发投入或贷款贴息等。第三年度末，对实现
倍增目标的企业，由市财政进行事后奖补。

长沙推“30条”振兴实体经济

哼着小曲种“财神草”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赵子勇 刘福华

“仙草绿油油，脱贫致富有奔头……”
6月12日， 永州市金洞管理区石鼓源乡
西岭坳村村民柏新春哼着小曲， 在自家
的仙草地里除杂草。

仙草又叫仙人草、凉粉草，是制作凉

茶的重要原料。去年初，金洞管理区党委
书记邓扬中多次到村里调研，3次带领村
干部、群众代表到邻近的祁阳县仙草收购
企业参观。去年，村里采取“公司+基地+能
人+贫困户”机制 ，由公司先行垫种苗、生
产资料等，承诺保底价收购，种植仙草250
亩，带动村里52名贫困村民脱贫。

柏新春是种仙草脱贫的村民之一。

他今年64岁，做过心脏搭桥手术，不能干
重活。去年，他和老伴到村里的仙草基地
“上岗”，并把政府扶持他的2000元资金
入股仙草基地，当年分红600元。

今年， 柏新春在基地务工的同时，与
公司签订收购合同，种了5亩仙草。柏新春
告诉记者：“仙草每亩可产800公斤左右，
目前市场价格每公斤6至8元，效益可观。”

在西岭坳村， 像柏新春这样既在基地
务工、又自己种植仙草的村民还有10多户，
仙草成为了村里脱贫致富的“财神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