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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0
二等奖 5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0
0 35838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174
591
6491

3
18
164

205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0467
74032

296
2139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3月6日 第2019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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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339 元
02 1809 10 21 23 28 30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6日

第 20190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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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7 1040 683280

组选三 864 346 298944
组选六 0 173 0

0 02

湖南日报3月6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陆意)总投资1.5亿元的希尔顿欢
朋酒店日前在衡阳市蒸湘区长湖商圈正
式开业。据介绍，该项目是蒸湘区继衡阳
万达广场、红星美凯龙等项目后，围绕现
代服务产业链条，瞄准“国总亿”(国字号、
总字号、亿元项目)精准发力的又一大手
笔， 将为当地商贸文旅产业发展增添新
的活力和动力。

近年来，蒸湘区第三产业发展较快，
但仍以批发零售、 餐饮娱乐等传统服务
业为主，战略性新兴产业没有形成规模，
且百亿级、十亿级的龙头企业数量偏少，
导致产业发展不充分，核心竞争力不强。
针对这些问题，该区依托已有的商贸、文
旅、金融等优势产业和资源优势，抓住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契机，不断强龙头、补链
条、优集群，推动第三产业升级发展。去
年来，该区主动对接产业关联性大、带动
力强的“国总亿”项目，不断加强专业化、
个性化、具体化的跟踪对接，通过以商招
商、 链式招商等形式， 引进一批龙头企
业。2018年，蒸湘区重点引进中华帝喾传
奇小镇、弘阳广场、利星行保时捷、衡阳
国际农贸城、船山文化古镇、华侨城等6
个项目，投资总额高达233亿元。

蒸湘区还进一步优化全区第三产
业差异化布局。 在辖区的雨母景区一
带，大力推进生态创新融合发展，积极
承接文化旅游产业，构建湘南地区一流
的大型文旅综合区；长湖新区则重点引
进一批世界500强、 大型央企和战略投

资者入驻，形成一站式购物、高端小区、医
疗健康等产业，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雄
鹰新城以金融小镇、 新能源汽车产业区为
核心载体，承接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各
类金融机构，构建区域性股权、债权交易市
场。同时，对解放大道、船山大道、蒸湘路等
传统商圈进行提质改造， 大力推进特色街
区建设，发展楼宇经济、总部经济。

2018年， 蒸湘区第三产业增加值达
113.38亿元，同比增长8.9%。

湖南日报3月6日讯（见习记者 李夏
涛 通讯员 冯奎）“母亲因脑梗塞住院治
疗14天， 花了7199元， 自己只出了1079
元。”2月下旬，沅陵县明溪口镇东水溪村
贫困村民黄珍香拿着母亲的新农合补偿
单， 感慨地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看病的
负担真的减轻了。”

今年是沅陵县脱贫攻坚决战年。该
县将健康扶贫列为脱贫攻坚重点， 安排
资金4800万元，突出抓好大病救治、慢病
签约服务、分级诊疗等工作，构筑城乡居
民医保、大病保险、扶贫“特惠保”、民政
医疗救助、定点医院减免、政府兜底保障

“六道防线”，实现“大病有保障、看病不
再愁”，切实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为抓好健康扶贫， 沅陵县财政出资
为全县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购买城乡
居民医保，实现“应保尽保”。同时 ,启用
“一站式”结算平台，群众在县域内住院
实行“先诊疗后付费”。经“六道防线”多
重保障后， 贫困群众县域内住院医疗费
用实际报销比例达到85%。对大病患者进
行集中救治， 明确县人民医院、 县中医
院、南方医院为集中救治定点医院，县域
内大病集中救治率达到94.81%； 开展慢
病签约服务管理与分级诊疗工作， 目前

慢病签约服务管理对象有11万多人，签
约服务管理率达100%。

沅陵县还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
乡村卫生人才培养， 选送乡镇卫生院业
务骨干到长沙县对口医院挂职锻炼，并
在全县开展巡回视频教学， 加强县乡卫
生院合作， 选派乡镇卫生院医师到县公
立医院进修学习。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
疗项目建设， 与省级人口健康信息化平
台实现影像、检验、心电、病理等远程医
疗和第三方检验等方面信息互联互通，
使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专家服
务。

邵阳近千万元重奖
优秀企业、项目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张佳伟
通讯员 刘波）3月4日，邵阳经开区开展表彰活动，拿出近
千万元，对园区优秀企业、项目进行奖励。三一专汽因2018
年产值过50亿元，奖励50万元；环保智能自卸车新技术研
究及应用项目获省里表彰，奖励50万元……

去年， 邵阳经开区咬定千亿园区创建国家级经开区目
标，全力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和发展。该区出台《邵阳经开区支
持产业发展奖励十条》，重奖园区产业发展的“有功之臣”；出
台《邵阳经开区支持招商奖励十条》，对园区引进重点企业、
项目和急需的配套产业的有功“招商红娘”进行重奖。

在此次表彰中，邵阳经开区拿出634万元，兑现“双十
奖励”政策，对湖南湘窖酒业等企业予以表彰奖励；同时，
拿出300余万元，对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制造项目等
优秀产业项目、创新创业优秀单位及优质服务工作团队予
以表彰奖励。

常德首批3A级以上
社会组织名单“出炉”
可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见习记者 李杰 通讯员 侯琳)近
日，常德市对外发布首批3A级以上社会组织名单，随手公
益志愿者服务中心等6家社会组织获评3A级以上等级。

目前， 常德市共有社会组织2802家， 其中社会团体
1392家，民办非企业单位1399家，基金会11家。这些不同性
质的社会组织在各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常德
市民政局积极推动社会组织“放管服”改革，培育扶持了一
批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优秀社会组织，激发群众参与社
会治理，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

为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规范化管理，激发社会组织发
展活力，常德市民政局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对社会组织
进行了评估，评定出6家3A级以上社会组织，其中4A级社
会组织2家，3A级社会组织4家。

根据《常德市社会组织评估方案》，获得3A以上等级的
社会组织，将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优先获得政府购买
服务，优先获得政府奖励。

永州消防冒雨
营救被困老人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邓微

3月4日晚起，永州市普降中到大
雨，局部暴雨，湘江水位迅速上涨。

6日8时59分，永州消防救援支队
零陵区大队接到报警：该区桃江路27
号70多岁的李大爷夫妇被困，情况危
急。 零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出动7
名指战员携带皮划艇等赶到现场。

消防指战员发现，李大爷夫妇被
困湘江支流对岸的平房里，原本有一
座小桥连接河两岸，由于河水上涨，小
桥早已经被淹没。这时水流湍急，如果
贸然用皮划艇渡河前往救援，极有可
能发现险情。

为此，现场指挥员安排两名队员
沿河搜寻新的救援线路，同时，安排其
余的队员做好强行划艇渡河救人的准
备工作。10时08分，前方传来消息，可
以绕道2公里左右， 通过山脚下的丛
林到达李大爷夫妇被困的小屋。

于是，消防指战员迅速绕道前往
救援，丛林里没有路，大家一路跌跌撞
撞前行，经常有人摔倒。经过努力，来
到李大爷夫妇被困地点。

然而， 李大爷夫妇却舍不得家
里的物品，坚持不愿离开。经过多番
劝说， 并在消防指战员将家中的物
品转移到高处后，11时07分，两人才
在消防指战员的护送下， 安全转移
出来。

常宁七旬老人
失踪获救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唐章龙 占世杰

3月5日凌晨，常宁市公安局板桥
派出所民警带领驻村辅警，并联合当
地村组干部、村民共30余人，冒着寒
风冷雨，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搜寻，成
功营救出上山挖药被困的七旬老人贺
某发，获得老人家属和当地群众连连
点赞。

3月4日20时许，板桥派出所接到
板桥镇合塘村村民贺某贵报警，称其
73岁的父亲贺某发， 当天早上8时许
从家里出发，到新桥村附近的山里挖
土茯苓药材，直至当天18时许还没回
家。打通电话时，他父亲已哆嗦得讲不
清话，全家人在附近寻找2个多小时，
仍未见老人身影。

接到报警后，板桥派出所立即出
动全部警力，同时召集新桥村和周边
村的“一村一辅警”10余人，并联合当
地村组干部，发动周边群众和老人家
属30余人，对山林进行地毯式搜寻。

因山林面广，茅草深密，天冷路
滑， 加之老人手机因断电无法接通定
位，搜寻工作困难重重。全体搜救人员
顶着电闪雷鸣，一个山头接着一个山
头搜寻，不放过一个山坳、坑洼地、涵
洞……

经过连续搜寻，3月5日凌晨1时
许，搜救人员在新桥村段家组附近的
茶山里，找到了侧倒在地的贺某发。此
时老人已被冻得无法动弹，身边一小
袋土茯苓和锄头散乱一地。随后,民警
立即将老人抬下山，送到常宁市人民
医院紧急救治。

湖南日报3月6日讯 （记者 周俊 通
讯员 王玖华 李君）3月5日，双峰县花门
镇派出所对新招聘的20名辅警进行岗前
特训，即将下派至各行政村。通过“一村
一辅警” 工作， 双峰县村级治安全面向
好，案发率持续下降。

长期以来， 村级治安问题一直是基
层管理的难点。由于缺乏专业队伍，许多
行政村存在治安差、案件多发等现象。近
年来，双峰县以“一村一辅警”为突破口，
通过公开招聘和集中特训， 陆续向各行
政村派遣驻村辅警， 协助当地派出所和

村支两委做好治安防范、信息收集、人口
管理和办事服务等工作， 当好情报信息
采集员、矛盾纠纷调解员、法律政策宣传
员。同时，履行制止违法犯罪、开展治安
巡逻、管控犯罪嫌疑人、维护治安秩序等
12项职责。

今年， 在原有178名驻村辅警的基础
上，该县全面启动新一轮驻村辅警招聘工
作。经政审、笔试、面试、体检和岗前特训等
程序，择优录取308名驻村辅警。至此，该
县486个建制村实现驻村辅警全覆盖。

“一村一辅警”下派至各行政村
双峰486个建制村驻村辅警全覆盖

优化差异化布局 打造核心竞争力

蒸湘区推动第三产业转型升级

大病有保障 看病不再愁

沅陵健康扶贫构筑“六道防线”

展女性风采
增邻里亲情

3月6日，长沙市开福
区月湖街道马栏山社区，
女性居民在进行“三人四
足跑” 趣味活动比赛。当
天，该街道开展“缤纷女
人节，‘廉’ 动马栏山”主
题活动， 通过文艺表演、
廉政知识抢答和趣味运
动竞技等， 展现女性风
采，增进邻里亲情。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通讯员 何林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