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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1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286338
1 1225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8
760
6748

5
15
202

206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708
81046

312
224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3月7日 第20180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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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0708 10 11 12 14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3月 7日

第 20180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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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1040 31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24 173 194452

9 74

下期奖池：5074912532.29（元）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8059 7 5 5
排列 5 18059 7 5 5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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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26 01 02 03 04 30 03+05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0

10000000 20000000

00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刘勇）今天在
张家界召开的全省营造林工作现场会提出，
新时代的营造林工作要明确新方向、 突出新
重点，将过去主要为木材造林的目标，转为如
今主要为生态造林。

省林业厅厅长胡长清介绍， 我省营造林
工作的主攻方向在20世纪90年代是消灭宜林
荒山，进入21世纪是建设绿色湖南，现在是建

设生态强省和发展现代林业。 过去主要为了
获取木材，营造林大多在深山远山，现在的新
方向是，造在污染治理点，为矿区修复、重金
属污染治理提供林业方案；造在生态脆弱区，
助力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灾减灾；造在人
口密集地，推进吸附雾霾能力强的“治霾林”
等供给多元化生态林建设， 继续推进森林城
市和秀美村庄建设，实现“有绿更有景”。

省林业厅部署，要改变过去重造轻管的惯性，
突出我省营造林工作新重点，通过种苗繁育、森林
抚育、科技创新等一系列措施，精准提升森林质量。
会前， 与会代表们参观学习了张家界市永定
区石长溪国有林场森林精准提质等4个现场。

当前正值春季造林的攻坚期， 省林业厅
要求各地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确保3月
底之前完成造林任务。

湖南日报3月7日讯 （记者 黄巍 通讯员
阳吉运 吴湘怀）3月7日，一个喜讯传来：国务
院关于同意怀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升级为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批复正式下发，
怀化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新区。

2003年7月， 省政府正式批准设立怀
化工业园区；2016年7月，
省政府行文批复， 设立怀
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并在同年8月，由省政府向
国务院请示并提交了将怀
化高新区升级为国家级高
新区的申报文件。

据了解，围绕建设“五
省（市、自治区）边区创新
驱动绿色发展示范区”的
奋斗目标， 怀化高新区正
致力于建设特色鲜明、功
能完备的科技新城， 打造

辐射5省（市、自治区）周边、引领整个武陵
山片区科技创新、助推精准扶贫的新高地。
到2020年，怀化高新区年工业总产值确保
达到600亿元，力争达到800亿元；年技工
贸收入确保实现1600亿元，力争实现2000
亿元。

�长沙为特定人群提供观影优惠

一场电影：1至5元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熊远帆）今天，

长沙市文广新局、长沙市残疾人联合会在长沙
高新区大乐影城共同举办了特定人群中开展
优惠观影活动启动仪式， 拉开为省会残疾人、
中小学生、老年人、城镇低收入居民等特定人
群开展优惠观影活动的序幕。现场100多名残
疾人共同观看专场电影《红海行动》。

据了解， 今天的启动活动在长沙大乐影
城、长沙县金逸影城、望城区乐天环奥影城、
浏阳市潇湘影城和宁乡市潇影电影城5家影
城同时举行。除此之外，这5家影城也成为长
沙特定人群优惠观影活动的指定影院， 将于
今年之内每家提供不少于48场、 总共240场
的优惠观影活动， 并将活动方案公布在影城
显著位置，方便特定群体知晓、并参与。符合
条件的特定人群只需花上1至5元钱就能看
上一场电影。

长沙市文广新局电影电视剧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介绍， 此项活动既是公共文化服务均等
化的创新举措， 也是扩大文化消费试点的创新
办法，着力满足群众“看电影、爱电影”的基本文
化需求。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
讯员 罗煦日 邵红秀）2018年， 湖南建工
集团承担全省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约
520万平方米。日前，湖南建工集团召开动
员调度会，精心部署全力推进。

2017年，根据省委、省政府决定，对建
设规模30户以上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
设任务，主要由湖南建工集团作为EPC(设
计、采购、施工)总承包施工单位承建，实行
交钥匙工程。湖南建工集团2017年圆满完
成240余万平方米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
任务。 今年是我省易地扶贫搬迁建设工作

的决胜年， 交给湖南建工集团的建设任务
约520万平方米，安置人数约21万人，分布
在70余个县(市、区)，具有点多、面广、时间
紧的特点，要求在3月完善招投标程序，5月
底全面开工，12月底前全面完成建设任务。

湖南建工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叶新平
介绍，湖南建工集团将科学谋划，认真组织，主
动作为， 做好工程选址等基础性和服务性工
作， 协同各方更好更快地建设好易地扶贫搬
迁工程；对于已交房项目，不能一交了之，要开
展“回头看”，进行客户回访和服务，发现问题
加快解决，提高老百姓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承接易地扶贫搬迁建设任务
湖南建工集团全力推进，确保12月底前完成约520万平方米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奉永成）春
耕在即。今天，省工商局启动2018年“红盾
护农行动”，为农民消费者保驾护航。去年，
“红盾护农行动”为农民群众挽回和避免经
济损失9000多万元，今年将严把农资市场
主体准入关。

“红盾护农行动”是工商和市场监管部
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 加强农资市场监管
的一项重要工作。去年，“红盾护农行动”共
出动执法人员1万余人次，检查农资经营户
9000余户，办理农资案件319件，查处涉农

合同案件120余件，调解涉农合同纠纷160
件，对不合格商品依法进行了查处。

今年，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在“红
盾护农行动”中，将严把农资市场主体准入
关，严厉打击各种涉农违法违规行为，积极
接受农民消费者的投诉举报。 并创新监管
方式， 运用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进行精细
化、系统化和动态化监管；利用企业信息公
示、 企业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
单等制度，从源头上把控，以减轻农民消费
者的维权成本。

省工商局启动2018年“红盾护农行动”

严把农资市场主体准入关

怀化高新区跻身“国家队”

营造林工作明确新方向、突出新重点

昔为木材造林 今为生态造林

湖南日报3月7日讯（记者 陈薇）轻轻的，
谢璞先生走了；他那朵《二月兰》却永远盛开在
了黑墨油浸的泥土上；他从生活中打捞出的《珍
珠赋》依旧荧光灿灿；还有那些，从他嘴里吟出
的童谣，构筑了几代中国人多彩的童话世界；阅
读过他的文字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3月6日14时23分， 湖南省文联原执行主
席、当代著名作家谢璞先生在长沙与世长辞，
享年86岁。3月7日，湖南省洞口县作协自发为
这位深受家乡人民爱戴的作家举办了追思

会。谢老喜欢在生活的沃土里扎根，他常年坚
持在家乡体验生活， 总是以多情的眼光注视
着阳光照得最多的地方，写下了“湿湿的两眼
看着这朵二月兰， 心里却感到了我们乡下的
土地是这么迷人!”的多情文字。

谢璞1932年11月出生于湖南省洞口县高
沙镇。他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开启明智的先
生，当过记者，任过编辑，创办了《小天使》，主
办过《小溪流》，一路走来，码着文字，装裱着
书屋，践行在文学之路，成为湖南文坛的一面

旗帜。他的《海哥》和《竹娃》，还在雪峰山里踏
青；他的友人，还期盼着在《五月之夜》与他共
饮家乡的米酒。在春雨霏霏的日子里，他还是
轻轻地走了。

“沉痛悼念谢璞老师！谢老是我的恩师，他
的作品是我的食粮，他的人品是我的典范，他的
精神是我的楷模。”“醉墨来蓼水， 自有勋劳垂国
史；昆仑耕玉田，终怜心血赋珍珠。学生敬
挽”……微信朋友群里，悲痛、缅怀、叹息交织一片。

生前，他是一个多情的“歌手”，用文字的
音符讴歌新中国，讴歌阳光，讴歌真善美；他
逝去后，愿他化作一只会唱歌的杜鹃，美妙的
音符回荡在乡村草地上。

著名作家谢璞离世

食堂用上新科技
3月7日中午，中南大学升华学生公寓八食堂，学生使用特制的“智能餐具”刷盘就餐。当

天，该食堂启用自动识别餐盘收费，通过“智能饭菜结算系统”，只需将选好饭菜的餐盘放置在
感应台结算区，机器便可根据餐具中植入的芯片快速自动读取显示所需金额。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