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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128 6 9 5 5 9 4 8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1 23718651.76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98 5 5 5
排列 5 19298 5 5 5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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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5000000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李灿 刘欢）11月7日， 省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政府集中采购网上“不见面开标”系
统正式运行， 湘潭大学中央财政经费信工
院智能编制中心设备政府采购集采公开招
标项目圆满完成， 成为我省首个实现网上
“不见面开标”的政府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项
目。

网上“不见面开标”大厅是省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全流程电子化交易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将开标会从传统
的物理场地搬到网上。 投标人只要登录湖
南省公共资源服务平台进入网上开标大
厅，即可实现远程电子投标文件解密。开标
室现场只有主持人与采购人代表， 投标人
远程通过视频和音频，观看开标全过程，并
与招标人互动，掌握开标会的全动态，大大
提升了交易服务效率。对供应商而言，不用

千里迢迢赶到现场，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
路、服务对象零跑腿”的转变。

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介绍， 下一步将
配合相关行政部门加快打通全流程电子化
“最后一公里”，年底实现交通、水利、工程
项目交易全流程电子化。同时，坚持需求导
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不断完善“不见
面开标”系统，拓宽覆盖领域，进一步增强
市场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舞”动美丽醴陵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亮）近日，2019

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醴陵站暨湖南省首届广场舞
锦标赛醴陵站在醴陵市体育馆举行。 本次比赛设
规定套路、自选套路两个项目，最终，经过激烈的

“斗舞”，五彩艺术团、泉湖沁心艺术团、醴陵市老
年大学艺术团、浦口浦育艺术团获一等奖，获二等
奖的队伍有盛世欢歌广场舞队、 湘阴县东湖社区
舞蹈队、醴陵市均楚镇代表队、株洲市天元区快乐
姐妹队，阳东社区舞蹈队、船湾镇狮力村手牵手舞
队、泗汾小苹果健身队、左权镇篾织街舞蹈队、明
月镇文体舞蹈队、嘉树镇舞蹈队获三等奖。

中国“美丽乡村”广场舞大赛是全国规格最高、
赛制最完善的群众性广场舞赛事， 本次醴陵站由
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全国广场舞健身
活动推广委员会、湖南省体育局联合主办，醴陵市
人民政府、体坛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

数据多跑路，服务对象零跑腿

政府集中采购首次网上“不见面开标”

湖南日报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倪绍铭 褚书丽

为深入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大力推进
食品安全放心工程建设，省委、省政府11月
1日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
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省食
安委办公室负责人就《实施意见》相关要点
答记者问。

问：为什么要制定《实施意见》？
答 ：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党中央、 国务院非常重
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多次作出重要
指示， 强调要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的
政治任务来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让人民吃得放心。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
责任制规定》（以下简称《规定》）；5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
见》和《规定》，是中央出台的重大改革举
措，各地需要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具体
贯彻落实措施。

省委和省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
作，制定我省《实施意见》，是深化落实中央
各项改革措施、 深入推进实施我省食品安
全战略的需要， 是加快建立健全食品安全
监管机制、提升治理能力的需要，是完善食
品安全治理体系、 推动提升食品安全工作

水平的需要。
问：《实施意见》 的起草原则和依据是

什么？
答 ：《实施意见》起草中，坚持贯彻中

央精神与紧扣湖南实际相结合、巩固经验
与适度创新相结合、直面问题与立足实际
相结合的原则，主要以中央两个文件和我
省《关于落实食品安全党政同责的意见》
《关于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等为依
据，注重将省委、省政府近年部署实施已
行之有效的措施进一步固化，并适当参考
外省做法。比如，农产品“身份证”管理体
系，公安、检察机关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设联络室，“两法” 衔接信息共享平台，依
法公开抽检信息， 逐步配套快速检测室，
加强乡镇（街道）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能力，
校园食品安全“护苗”，保健食品“护老”等
工作。

问：《实施意见》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答：《实施意见》 以推进食品安全放心

工程为主线，提出了“4812”工程的具体安
排，共分为总体要求、坚持四个最严、完善
八大体系、开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加强组织
领导等五大部分， 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
我省食品安全工作的目标任务、实施举措、
攻坚行动、组织保障等作出了安排部署。

其中，“4”指坚持“四个最严”。明确要
建立最严谨的标准、实施最严格的监管、实
行最严厉的处罚、坚持最严肃的问责，严把
产地环境、农业种植养殖源头、粮食收储、

食品生产经营、进口食品等关口，健全打击
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刑衔接、 案件会
商、联合督办等制度，制定食品安全工作责
任清单和监管事权清单，压实各方面责任。

“8”指完善“八大体系”。着力完善安全
责任体系、监管执法体系、风险防控体系、
技术支撑体系、投入保障体系、社会共治体
系、产业发展体系、配套服务体系等八大体
系，构建“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全链条监
管机制，提升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12”指开展“十二大攻坚行动”。围绕
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 组织开展
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专项行动、 农药兽药
使用减量和产地环境净化“护源”行动、食
品生产和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提升行动、
校园食品安全“护苗”行动、农村假冒伪劣
食品治理行动、餐饮业质量安全提升行动、
保健食品“护老”行动、“优质粮油工程”行
动、进口食品“国门守护”行动、网络食品安
全“清网”行动、“三小”食品整治行动、“双
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等十二大攻坚行动，
以点带面治理“餐桌污染”。

问：《实施意见》有什么特点？
答：《实施意见》 是我省实施食品安全

战略的总规性文件， 着眼2020年、2035年
两个重要节点， 紧紧围绕食品安全放心工
程建设这一核心任务， 着力构建今后一段
时期我省食品安全工作的“四梁八柱”。

以“四个最严”统领食品安全工作。《实
施意见》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 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食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 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四个最严”
基本遵循，对建立实施最严谨标准、最严格
监管、最严厉处罚、最严肃问责进行了细化
规定。

以系统思维构建食品安全治理体系。
《实施意见》 从全局谋划食品安全治理，提
出“八大体系”建设任务，特别是提出健全
产业发展体系、配套服务体系，把食品安全
治理扩大到全过程、全行业、全领域。比如，
明确农产品市场体系、冷链物流业、餐厨垃
圾处理设施、餐饮门店“厕所革命”、粮食产
后服务中心、学校食堂提质改造、学校及农
村饮用水等与食品安全紧密相关的建设管
理任务。

以抓工程的理念抓食品安全能力提
升。《实施意见》安排总体框架同时，围绕群
众关切，部署十二大攻坚行动，补充了“小
作坊、小餐饮、小摊贩”管理、网络食品安
全、食品生产质量等整治重点，力求整治一
类、规范一行，逐项突破、以点带面、标本兼
治，逐步提升我省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以责任落实驱动食品安全工作落实。
《实施意见》突出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强化
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党政同责， 明确要求
把食品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来抓，
制订责任清单和监管清单，加强跟踪督办、
巡视巡察和评议考核， 在压实各方责任中
筑牢食品安全防线。

让人民吃得放心
———省食安委办公室负责人就《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答记者问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王晗 通讯
员 刘武）“享受人才政策的条件是什么？”“哪
些企业能够享受到产业扶持政策?”……11月
6日，湖南金融中心政策宣讲及新政策征求
意见会在长沙举行， 吸引了60余家企业负
责人参会。

会上，湖南湘江新区人才服务中心、岳麓
区财政局等单位分别就入驻湖南金融中心的

金融企业能够享受的人才政策、 限售股减持
个税优惠政策和湖南金融中心产业扶持政策
进行宣讲， 并对企业关注的问题进行一一解
答。“宣讲会干货满满， 我们很有兴趣加入湖
南金融中心。”讲解政策“划重点”，一对一答
疑解惑获得了参会企业的点赞。

据介绍，为推进湖南金融中心建设，促
进区域金融产业集聚发展， 湖南湘江新区

先后发布了关于加快湖南金融中心建设、
关于支持湘江基金小镇发展、 关于支持金
融科技发展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经过3年发
展，湖南金融中心已经形成了“传统金融+�
基金小镇+金融科技+中介机构”4柱支撑的
产业格局。

截至10月底， 湖南金融中心共聚集金
融机构及配套企业430家。

湖南金融中心举办政策宣讲及新政策征求意见会

“体医融合”座谈会
长沙举行

体育记者收获“运动处方”大礼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蔡矜宜 王亮）今

天是第20个中国记者节。 省体育记者协会联合湖
南省太极拳协会，7日在湖南泰禹医学运动康复中
心，主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暨

“体医融合”座谈会。
运动医学专家陶小平博士就“体医融合”如何

促进健康，运动爱好者受伤后如何快速、优质地进
行康复训练等进行解读。“全民健身并不等于全民
健康。在全民健身热潮下，如何最大限度避免运动
创伤，如何让运动促进健康作用最大化，是‘体医
融合’要前进的方向。”会后，到场记者亲身体验了
运动损伤评估筛查、亚健康体适能测试，专家现场
开出针对性“运动处方”。

� � � �湖南日报11月8日
讯（记者 奉永成 通讯
员 曹文） 利用无人机
侦查火情，调用直升机
参与灭火。今天，省应
急管理厅统计显示，近
一年来，湖南省森林消
防航空护林站（以下简
称：“省航护站”） 发挥
空中优势， 成功处置6
起森林火情， 扑灭1起
重大森林火灾，空中巡
航护绿上报烟点、核查
卫星热点30余处，在全
省森林防灭火工作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年入秋以来，我
省遭遇持续高温干旱
天气，森林火险等级居
高不下，省森林防灭火
指挥部连续发布多道
森林火险橙色预警 。
“森林火灾突发性强、
破坏性大、处置救助难
度大。” 省航护站副主
任易宏告诉记者，我省
森林面积达1267.32万
公顷，森林火情时有发
生， 仅靠地面防灭火，

有一定局限性，发挥空中优势，可以及
时发现火情，实现“打早、打小、打了”
的目标。

发挥空中优势，利用无人机侦查
火情。省航护站以购买服务方式与无
人机技术公司合作，建立日常巡护与
预警方案， 发现火情及时发出预警。
火灾发生时，调用直升机对准火场抛
投灭火剂或洒水灭火，可将损失降到
最低。今年9月25日，衡东县发生森林
火情， 省航护站及时调用2架大型直
升机和2架小型直升机开展机群灭火
作业，有效防止了火势蔓延。今年清
明期间，省航护站调用直升机在巡航
途中发现安化县有一处火情，火场山
高坡陡， 地面人员无法到达扑救，巡
航直升机马上进行洒水灭火， 仅用1
个多小时就将火情基本控制。今年以
来， 省航护站已调用直升机飞行130
余小时，成功处置6起森林火情，扑灭
1起重大森林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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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
共成长
11月8日上午，长

沙师范附属创远小学，
学生与家长在参加“巨
人脚步” 项目比赛。当
天， 该校举办亲子运动
会，200余名学生在家
长的陪同下， 进行了武
术、 踢毽子等传统体育
项目展演， 并通过开展
“踩石过河”“巨人脚步”
等趣味运动比赛， 增进
了亲子感情， 培养了学
生拼搏向上、 团结合作
的意识和能力。

刘明放 摄

� � � � 在8日进行的2019中国（福州）羽毛球公开赛
女子双打1/4决赛中，湖南运动员贾一凡（右）与搭
档陈清晨以2比0战胜韩国组合金昭映/孔熙容，晋
级四强。 新华社发

瑶山移民学校
来了韩国足球教练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黄
志东 邓冯春）传球、射门、防守……11月6日，在江华
瑶族自治县水口中学，来自韩国的足球教练金三洙，
开始了他对200多名足球爱好者的训练课。

当日，广东足球乙级联赛GB足球俱乐部训练
中心在水口中学挂牌开训。据了解，水口中学一直
注重体育教学,自去年成功举办第一届校园足球联
赛以来，学校形成了浓厚的足球氛围，今年被教育
部评为全国足球特色学校。

为弥补师资不足， 水口中学与水口镇中心小学
联手，利用少年宫的专项基金，引进广东足球乙级联
赛GB足球俱乐部韩国金三洙教练团队，到两所学校
进行专业的足球训练。足球训练每个月两次，每次训
练一周。学校足球教练则跟班学习，与金三洙教练团
队一起,利用3年的时间训练一批足球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