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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14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12513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301
855
7915

7
23
173

1164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525
81147

314
1893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5月21日 第2018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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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278 元
02 2505 09 10 18 21 28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21日

第 20181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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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6 1040 74464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912 173 157776

6 71

�荨荨（紧接1版①）2016年组织专家组对玉石资
源调查评价报告进行了评审； 宝玉石产业发
展规划、 玉石探矿方案和预算以及宝玉石产
业发展五年行动计划等已编制完成。 该县宝
玉石产业已被列为省高值矿石产业重点开发
项目、郴州市10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之首。

去年8月，临武县“牵手”舜通宝玉石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 合作开发宝玉石产业，建
设宝玉石文化产业园。如今，项目投资已超
过3亿元，完成建筑面积近5万平方米，玉石
街、公盘中心、精品市场等项目已竣工，60余
家玉石企业入驻产业园，还引来全国一大批
翡翠、和田玉、岫玉等玉石展销商。

据了解， 此次开园活动将持续到5月23
日。期间，将举办宝玉石展销、公盘交易、宝
玉石文化产业发展座谈暨投资商贸洽谈、湖
南第四届“神雕奖”评奖颁奖和优秀作品展、
临武“美食”展等活动。

�荨荨（紧接1版②）今年，该县拟实施的续建和
新建重点项目共141个， 年度计划投资97.8
亿元，其中产业类项目达到72个。

新化将“高质量发展”融入项目建设工
作，积极对接国企央企、500强企业，着力开
展“引老乡、回故乡、建家乡”工程，引进一批
符合当地产业特点、辐射带动能力强、能够
实现延链补链的优质项目；用好“IPO绿色通
道”政策，实施总部经济和本土企业上市孵
化工程， 对美程陶瓷等4家企业开展拟上市
工作，引进上市、拟上市企业27家，新增税收
1500多万元；以梅苑工业园、向红工业园、游
家工业园为核心， 着力构建“一区多园”格
局， 使工业园区成为带动发展的核心引擎。
推动“项目建设”政银企合作，签订金融扶持
项目20个33.41亿余元。

� � � � �荨荨（上接1版③）
同时， 以社区提质等为抓手加快

特色街巷建设。 针对老旧社区天心阁
社区的提质改造， 天心区共投入8000
万元对高正街、 县正街及和乐街等老
旧街巷进行了整体提质。如今，古街一
改过去破落萧瑟的景象，麻石铺路，古

色古香，县正街、高正街还摇身变为青
砖黛瓦的民俗小吃街。据悉，今年，该区
还将打造以城南故事为主题的黄兴南
路等特色街巷18条。

该区还以节会汇聚人气、 带动消
费。如突出长沙年俗的火宫殿大庙会，
已连续6年为市民群众奉献一场具有

湖湘气派的春节人文盛宴， 每年吸引
游客上百万人次。

文化撬动了旅游大发展， 带来了
旅游产业欣欣向荣。2017年，该区共接
待国内外游客约1500万人次， 实现旅
游收入约179亿元，休闲旅游产业已成
为该区6大支柱性产业之一。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黄丽音 刘林霞

5月20日，龚彩云的丈夫胡山西从永
州市妇联主席黄玉芳手中， 接过授予龚
彩云的“三八红旗手”荣誉证书。他忍不
住内心悲痛，泣不成声。

龚彩云生前为永州市冷水滩区上岭
桥镇古塘村妇委会主任、扶贫专干。5月4
日， 她专程去给村里患有残疾的贫困户
刘元球的危房拍照， 以补全其申报危房
改造和民政救助材料。 但路上不幸遭遇
车祸，献出了年仅47岁的生命。

古塘村共有265户926人， 其中建档
立卡贫困户21户64人。去年5月，龚彩云
被选为村妇委会主任兼扶贫专干。

“她工作真的好努力！”家住古塘村
村部隔壁的陈大娘， 对龚彩云去世心里
有说不出的疼。她见证了龚彩云晚上、双

休日无数次加班。 在一间只有10多平方
米的临时办公室里， 龚彩云曾和几位同
事在这里处理村务。 角落里放了一个电
饭煲，龚彩云中午就用它煮好饭，再把她
每天早上从家里带来的菜放进去热一
下。晚上加班，吃辣椒酱凑合着下饭。村
民们看了心疼，喊她到家里吃饭，她总是
笑着委婉拒绝。

72岁的村民刘良元， 是龚彩云结对
帮扶对象。去年，龚彩云为他的孙子争取
了3000元爱心助学金；今年，又帮他筹集
了2000元助学金。“这还没到暑假， 龚彩

云已提前帮我孙子联系好了暑期工。”刘
良元说，“龚彩云真是太好了， 她把我的
事当成自己的事做。”

“男人能做的工作，龚彩云都做了；
男人不乐意做的，如打扫卫生等，她也做
了。”谈起同事龚彩云，村干部刘亚云不
禁红了眼眶。

古塘村自然条件差、交通闭塞、经济
落后、人心涣散。新的村支两委上任一年
多来，村里发生了很大变化，旧路扩宽，
新建马路通达各组，干群关系明显改善。

大家清楚记得，去年盛夏，村里实施

道路硬化，龚彩云在骄阳下监督施工；寒冬
腊月， 村里组织挖路基， 安装300多盏路
灯，龚彩云在工地守了1个多月。村民刘良
贵说：“长时间风吹日晒，龚彩云变黑了，大
家戏称她为‘黑美人’，她也不在乎。”

刘良贵还说，村里的湘莲，是去年新
组建的村支两委带领村民们种上的。花
开时，这片200多亩的莲田成了村里最美
的风景。爱美的龚彩云有空时，曾开心地
到这里玩自拍。这里有她付出的汗水，有
她留下的梦想。 她虽然走了， 但美景仍
在，大家看到美景，就像看到了她。

淘“宝”记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赵一璐

5月21日，是第六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博览会
展览第四天。

展馆情况怎样？“宝贝”交易如何？带着这些疑问，记者
当天来到矿博会核心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只见会展中
心外围车流不息，一拨拨的顾客提着精心淘来的“宝贝”从
展馆走出，眉开眼笑。

展馆里人声鼎沸，不少矿物宝石爱好者在抢抓这难得
的机遇，争先恐后淘“宝”。为了吸引顾客，不少展厅纷纷推
出“打折”“大甩卖”“优惠酬宾”等各种举措。

展馆一楼黄石矿博园里，钨矿、蓝铜矿、孔雀石等琳琅
满目。来自湖北省大冶市的刘老板大声吆喝：“精品蓝铜矿
原价300元，现价280元，一件不留，卖了回家。”

一位中年妇女拿着一块拳头大的蓝铜矿爱不释手：
“老板，这宝贝再优惠点可以么？”

“大姐，不能再优惠了，最少248元，怎么样？”
“248———大家都发，好，成交！”中年妇女爽快地付了

钱。
随着人流，记者来到展馆二楼左边矿晶展区，见到一

个熟悉面孔———美国时尚矿物公司中国区域总经理格林
先生。

格林先生连续6届参加矿博会，每次都满载而归。这次
他带来了上千件宝贝，都卖得差不多了。

“格林先生，我想买2块紫水晶，你帮我挑选一下。”市
民陈先生和格林是老朋友了，每届矿博会他都会找格林淘

“宝”。
“没问题，亲爱的陈先生。”格林先生的汉语说得十分

流利，他一边说，一边帮陈先生挑选。
在展馆二楼右边的宝玉石展区，临武县通天玉展馆被

围得水泄不通，不少人在挑选手镯、玉佩、平安扣等。
“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临楚雷氏通天玉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雷勋礼说：“临武县出产的通天玉已收录到
《石英质玉分类与定名》国家标准名录，是国家级宝玉石，
大家可以放心挑选。”

银行服务窗口搬进矿博会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员 黄友华）5

月21日下午，澳大利亚展商汤姆把自己在矿博会上成交收
到的现金， 在中国银行服务窗口办理了外汇兑换手续。他
开心地说：“矿博会现场就可直接办理开立外汇账户、清关
等手续，真是方便快捷。”

为给参加矿博会的各国客商提供专业的金融服务，国
家外汇管理局郴州市中心支局与中国银行郴州分行携手
合作，将银行服务窗口搬进了矿博会现场，通过“区域专设
+服务专业+专队咨询”方式，为境内外个人和参展商提供

“一站式”金融服务。
据悉，今年是中国银行郴州分行连续4年进驻矿博会。

为方便客商交易，他们把相关的外汇交易功能配置到矿博
会的金融服务窗口，国内外客商足不出展会，就可兑换美
元、英镑、欧元、日元等10种外币，还可直接办理贸易外汇
收支名录等级、开立外汇账户及清关手续。此外，还可提供
手机银行扫码取款、ATM机取款以及POS智能机等各种
结算支付产品。

怀化欢迎你
怀化需要你
怀化文化旅游高校行

暨招才引智活动启动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 （雷鸿涛 赵志高）

创业创新让旅游更美好！5月19日是中国旅
游日。 当天，2018年怀化文化旅游高校行暨

“双十百千万”招才引智活动，在怀化学院启
动。主办方向广大高校学子抛出“橄榄枝”：
怀化欢迎你！怀化需要你！

怀化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国家全域旅
游示范区建设， 出台了一系列招才引智方
案。举办这次活动，旨在抓住高校学子这个
重点群体，广泛宣传怀化文创成果及创业典
型，吸引大学生来怀化创新创业。其中，“双
十百千万”招才引智包括，柔性引进10名以
上高端文旅人才，搭建怀化文化旅游智力咨
询工作平台；征集10个以上旅游好创意（项
目），助力怀化旅游创新创业；招揽100名以
上高校学子就业怀化；征集1000篇以上推文
短视频点赞怀化；推动万名以上高校学子游
历怀化。

启动仪式后，主办方将陆续在湖南师大
等5所高校， 各举办一场怀化文化旅游主题
推广活动，并举办文旅人才专场招聘会。

难忘心中那片“云”
———追记冷水滩区古塘村扶贫专干龚彩云

邵东箱包成邵东制造名片
5月21日， 湖南龙哥箱包生产车间， 工人在生产线上加工自主研发设计的箱包产品。 该企业一年可生产150多万只智能

箱包产品， 70％以上远销国外。 2017年， 邵东县外贸箱包出口总值3.25亿美元， 邵东箱包成为邵东制造的亮丽名片。
湖南日报记者 刘尚文 王立三 摄影报道

湖南日报记者 姜鸿丽 通讯员 李翠英

初夏时节，常德市武陵区东江街道
新坡社区的田野里透着勃勃生机。5月
15日， 人们吃过早饭， 种菜的打理菜
地，务工的赶着进城。剩下的老人，坐上
社区接送专车，来到新坡老年日间照料
中心，开始了他们快乐的一天。

老年日间照料中心就在社区，这里
广场宽阔，大楼透着现代化气息。穿过
大楼， 一个生态绿化公园映入眼帘：小
桥流水，绿树红花，亭台楼阁，处处是
景。走进这家照料中心，娱乐室、健康咨
询室、心理辅导室、电影院、阅览室、餐
厅等一应俱全。 老人们打牌、 喝茶、聊
天、下棋、看电影，好不快活。

可是6年前，新坡社区党总支书记
陈剑频刚上任时， 社区完全是两个样
子：70%的村组道路不通， 很多年轻人
外出务工，家里留下的大部分是老人和
孩子，缺乏照料。如何让外出务工的村
民安心务工？如何让老人和孩子过上有

尊严的生活？这成了新坡社区的头等大
事。

新坡社区地处城市郊区，他们抓住
辖区4个专业市场资源的优势，成立了
农贸公司，发展仓储产业，充实“家底”。
有了一定的集体经济， 社区便多方筹
资， 修建现代化的老年日间照料中心，
集中照料160多位69岁以上的老人。
2014年10月，照料中心开始运营，社区
每天用专车接送老人， 给他们做午餐，
每月为他们理发、体检，每个季度还带
他们旅游，老人不花一分钱，全由社区
承担。

社区崇尚敬老爱亲， 志愿服务。老
人们上车有人扶，下车有人牵，茶饭有
人端上手， 日子过得别提有多舒心了。
一些老人逢人就说： 都是党的政策好，
老了还有这么好的日子过， 真是享福
啊！

党的十九大提出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妇女、老年人关爱服务体系，这给
新坡社区吹来了新风。社区解决了老人

的问题，又开始为留守儿童操心。
新坡社区筹资修建的儿童之家，今

年4月底开放。20来名留守和贫困家庭
儿童在这里吃饭、住宿、学习，同样不花
一分钱。记者来到儿童之家，亲情聊天
室、学习室、娱乐室、休息室功能齐全，
设计温馨时尚。社区图书馆里，各类图
书琳琅满目。

七彩课堂上，志愿者们正为孩子们
辅导作业，陪他们练字读诗，气氛轻松
愉快。“‘刘’字少写了立刀旁，那你可就
姓‘文’了。”志愿者谢明星及时指出一
年级学生刘嘉懿的书写错误。她的外婆
李万明看见这一幕，激动地说：“女儿务
工忙，我们又没有文化，孩子的学习一
点都帮不上。现在，孩子的作业有人辅
导，我就放心了。”

新坡社区优待老人和小孩，增强了
社区的凝聚力， 乡风文明焕发出新气
象。村民们争相为社区出钱出力，共为
社区公益事业捐款80多人次， 金额达
100多万元。

新坡社区的幸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