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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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10 9 5 3 8 2 7 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21886825.35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6255 3 3 5
排列 5 16255 3 3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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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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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彭业忠 通讯
员 朱国良)9月12日晚上， 永顺县松柏镇猕猴
桃种植基地包装场上灯火通明，30多位土家族
农民，正在分拣、包装新采摘的猕猴桃。农民胡
贻刚满脸笑容地向记者介绍：“‘电商’ 是个好
东西， 科技特派员给我们搞好网络销售平台
后，松柏猕猴桃成了网上知名度很高的‘明星
土特产’， 今年已销售了9.2万箱、30多万公
斤。”

早在今年5月猕猴桃挂果期， 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科技特派员办派出了８名省级电
商科技特派员———湖南盘古电子商务公司的
８名技术人员。他们入驻松柏镇，访农户、进果
园、拍照片、发微信，开发出《松柏奥运会》手机

游戏，一周内获得了80万人次的参与量；制作
了土家风情浓郁的微信广告《猕恋》和《松柏力
量》，累计获得了近百万次的阅读量。

面对农产品销售的难题，自治州利用“互
联网+”的思维，积极开拓电商市场，以当地成
长起来的湖南盘古电子商务公司为依托，专门
为自治州的柑橘、猕猴桃、百合等农业支柱产
业搭建电商平台，从而助力产业扶贫。只用了
一年多时间， 盘古公司就促成自治州和苏宁、
淘宝、京东等国内电商领军企业，合作建立了
“湘西馆”；并利用苏宁、淘宝等成熟的线上销
售平台， 由盘古公司统一进行产品包装和推
广，成功打造了“凤凰腊肉干”、“湘西大头菜”
等192个名优土特产品牌， 销路大开。 去年年

末，凤凰县30万公斤蜜柚，通过苏宁易购“大聚
惠”，仅5天就销售一空，成交价比平时翻了一
倍。“凤凰蜜柚”一夜成名，果农平均增收1.2万
元。

据自治州州委组织部人才科科长王智萍
介绍，电商科技特派员帮助培养农村电商骨干
人才600多人，覆盖了全州30%的乡镇。“电商+
专业合作社+产业技术专家+农户” 的产业发
展模式逐步成型，拉动农民就业近万人。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
通讯员 康煌 邓三强）9月17日，邵阳县五锋铺
镇黄泥村村民朱芳在村卫生室打破伤风针过
敏，正在巡诊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副主任医师戴
伍林立即采取措施， 迅速消除了他的过敏症
状。朱芳感慨不已：“现在政策真是好，我们在
村里就能享受县级医疗的服务了！”

据了解，今年来，邵阳县委、县政府以人为
本，创新医疗服务模式，强力推进“十百千”支

医强计工程。 即组织县级医院100名医疗专家
支援10个重点、贫困边远乡镇卫生院，开展临
床教学、 业务培训、 健康宣教等工作； 组织
1000名县、乡镇医院医生，到全县417个村（社
区），指导卫生计生机构整合，以及义诊与孕前
优生健康咨询等工作。7月26日以来，所有专家
和医生已全部进驻对应帮扶单位，积极开展医
疗帮扶。

目前，在医疗专家和县、乡镇医生帮扶下，

邵阳县10个受援乡镇卫生院增设了重点、特色
专科，全县417个村（社区）卫生计生机构全面
完成了整合， 促进了基层医务人员医疗技术、
医疗机构服务水平提升。全县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覆盖率达到100%，30万农村家庭就地享受
到县级医疗技术服务及新农合90%治疗费用
报销。有1万余名伤病患者在乡镇卫生院、村级
卫生计生室接受县级医院专家治疗后恢复了
健康，节省医疗费200余万元。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王文隆 通
讯员 杨荣） 丹桂飘香季节， 中秋小长假期
间， 浏阳周洛大峡谷第五届野生桂花节开
幕。 景区内的桂花峡上万株野生桂花树开
花，整座山谷溢满桂花芳香，游客沉醉其中，
流连忘返。3天假期， 浏阳旅游市场十分火
爆，共接待游客33.64万人次，旅游产业收入
37004万元，同比分别增长23%和24%。

随着浏阳全域美丽乡村建设和全域旅
游的推进， 境内十条旅游精品路线日益完
善。 中秋小长假期间， 该市各大旅游景区
（点） 分别推出应时应景的秋游、 赏月、休
闲、赏花、采摘等活动。市民出游热情高涨，
探亲访友的家庭游和周边游、乡郊游、自驾

游成为出游的主要形式。 各大景区还特意
安排各种趣味活动。如周洛景区，推出抓鱼
活动，让游客撒开脚丫，享受湖光山色的盛
宴和野外抓鱼的乐趣。

据统计， 大围山国家生态示范区共接
待游客39600人次， 旅游收入628万元；胡
耀邦故居共接待游客19160人次，秋收起义
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共接待游客13148人次；
特色旅游点石牛寨———石柱峰景区接待游
客近万人次， 周洛景区共接待游客4000人
次；城区的浏阳文庙、谭嗣同故居共接待游
客3000多人次；桂园国际度假村、天子湾度
假村、 象形景区等特色乡村旅游点也分别
接待了千余人次。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罗杰 欧泽澔）今天，永州市在该市
经济开发区电子商务孵化园， 举行永州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上线暨永州电子商务
研究院授牌仪式， 为推动全市电子商务健
康快速发展建立“智库”。

永州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平台将整合
全市电子商务产业园区、企业、院校、协会及
各类服务机构，做好人才培养、技术咨询、运

营营销、物流配套、金融支付、法律政策、创
业孵化、数据分析等电子商务支撑服务。

永州电子商务研究院将聘请全国、特
别是广东省的电子商务专业人员担任研究
人员，为永州发展电子商务进行人才培养、
人才使用、技术研发、政策规划、空间布局
及产业融合提供服务。 特别是为电子商务
进农村、 电子商务精准扶贫方面创立永州
特色和品牌提供智力支持。

�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通讯员 张建军
袁鹤立 记者 杨军）近日，益阳市资阳区大
码头街道金花湖社区申请城市低保对象家
中迎来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就申请
对象家庭情况进行详细地调查、记录。资阳
区购买第三方服务开展低保家庭经济状况
核查， 受到社区群众的称赞：“只有家庭困
难才能享受到低保， 不是有关系有门路就
行，这种方式我们信服！”

今年7月4日， 资阳区有关部门签订协
议， 在大码头街道办事处金花湖社区进行
试点， 聘请第三方机构怡康社工服务中心

对该社区所有城市低保重新申报对象进行
入户调查， 并委托其核查申报对象的银行
存款、车辆、房产、工商登记等经济状况，做
到一户一档，公正评判，精准救助。截至目
前，已全部完成对88户申请对象的核查，并
按4种困难类型进行了分类汇总，每户均单
独详细记录了家庭成员信息、 居住环境图
片、入户调查访谈、邻里调查问卷及相关部
门单位调查认证结果等资料。 通过调查记
录，经街道、社区再三甄别，共清理核查出
有房、有车、有工商登记等家庭经济状况明
显好转的低保户20户，核减率22.7%。

隆回415户贫困户
将易地搬迁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蒋剑平 戴勤 通讯员 杨贵新）9
月17日，隆回县七江镇上升村贫困户杨林早易地扶贫搬迁项目主
体工程竣工，他一脸兴奋地告诉记者，易地扶贫搬迁把他从“穷窝”
搬到了“金窝”，新房所在地交通、生活十分便利。

今年，隆回县全面启动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对一些自然条
件恶劣、灾害频发地区的特困户实行易地扶贫搬迁。全年计划
搬迁415户,计1492人。为确保贫困户搬得出、住得下、稳得住，
该县坚持群众自愿方针， 并将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
结合， 在扶贫搬迁选址上严格把关， 所选地方要求离公路较
近、出行方便，房前屋后有菜园、能生活，附近有水源、自来水
能到家，能种植果树、确保今后有一定经济来源等。

隆回县发改局局长刘维湘介绍，目前，全县易地搬迁扶贫
开工建房391户，开工率达94.2%,完成主体工程332户，完工率
达80%。

蓝山发现
一座东汉古墓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唐善理 通讯
员 梁社 李先志)中秋节期间，蓝山县文体广新
局组织省市县联合考古工作队， 在塔峰镇赤蓝
桥一村民宅基地成功发掘东汉砖饰墓一座。9月
18日，经文物人员盘点，初步认定共挖掘文物
20余件。

9月14日下午， 蓝山县文化文物部门接到
群众报告， 赤蓝桥某村民宅基地上开挖地基时
发现古墓一座。 该局主要领导组织相关人员及
时赶到现场，采取保护措施，并决定假期加班加
点考古发掘该古墓， 确保文物安全和村民基建
两不误。

双牌计生协会资助
5000多名贫困生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
员 廖丹）近日，双牌县计生协会常务副会长谢
庆华，把会员捐献的1000元助学款交到该县贫
困生李某某手中，并承诺继续帮扶。近年，该县2
万计生协会会员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动， 通过
爱心捐款、“计生协会会员+贫困生结对帮扶”
等，资助5000多名贫困生。

电商助力 特产热卖
自治州电商特派员助力产业扶贫，打造192个名优土特产品牌，销路大开

医疗帮扶 全面铺开
邵阳县医疗专家进乡村，30万农村家庭受惠

� � �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记者 李文峰 通
讯员 丁汝晨）“当时别的医院都说咱家孩
子小丹不行了，不肯接诊，张教授用纯中医
疗法医治了几个月， 现在小丹已经慢慢康
复了。”今天，湖南省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中医儿科教授张涤首次来到醴陵开展
“助学带教”活动，小丹妈妈闻讯赶来道谢。

据了解， 小丹妈妈就是张涤教授的铁
杆粉丝之一，小丹才7个月大，却因病骨瘦
如柴，长沙的医院跑了个遍，都被辞医，只
有张教授肯医治，说起张教授，小丹妈妈满
口赞誉。

为了更好地“助学带教”，张教授此次
来醴即决定在醴陵市妇幼保健院设立首家

“张涤教授工作室”， 服务内容主要包括坐
诊、现场指导等，旨在弘扬中医文化，传播
中医药知识，引进优质医疗资源，造福醴陵
百姓。

当天，张涤教授看诊了80多个患儿，他
们多为过敏性体质。 张教授提醒当地广大
家长，天气渐凉要及时为孩子添衣，少吃冰
冷食物、少吹空调，如果感冒着凉尽可能用
中药进行调理。

醴陵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周权林表示，
醴陵妇幼作为张涤教授授牌坐诊的首家县
级医院， 定会珍惜机会， 虚心向张教授求
教，让医务人员学有所得，让醴陵老百姓得
实惠，推动全市医疗卫生事业有序推进。

小长假浏阳旅游市场火爆
接待游客人次、旅游产业收入同比分别增长23%和24%� �

永州建立电子商务发展智库

资阳购买第三方服务
开展低保家庭核查

天心区涌现大批名师
湖南日报9月18日讯 （姚学文 罗雅琴 文琼 邱玉芳）近

日，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给老师们送去“大礼”：64位刚从清华
大学“取经”归来的教学骨干，用生动的节目形式为现场的教
师代表“传经送宝”。

天心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局长谢巍介绍，选送教师参加高端
培训，是近年来天心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队伍整体水
平的众多举措之一。天心区以激活教师原动力为目标，实施了一
系列创新举措。推行“行动学习工程”和“青蓝牵手”工程，让骨干
教师和年轻教师“结对”，着力帮助解决一线教师教育教学中遇
到的实际问题。2014年起实施教育家办学战略， 创造性地开展

“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在全区遴选30名培养对象，为他们分配
团队、配备导师、搭建平台。

天心区还以推进名师工程为黏合剂， 不断激发教师从教
的热情。目前，已培育2个市级名师工作室、16个区级名师工作
室。如今，全区共有特级教师、市级骨干教师60多人，区级骨干
教师200多人。

省城儿科教授醴陵传医术

� � � � 9月17日，花垣县双龙镇洞冲村，游客体验捉稻田鱼的乐趣。近年，
花垣县在精准扶贫中，引导农民因地制宜发展稻田鱼、花卉等特色种
养业，增收脱贫。 石林荣 摄

欢乐
稻田游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6年 9月 18日

第 2016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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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2 1040 6156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726 173 125598

4 15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6年9月18日 第2016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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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红球： 蓝球：
下期奖池：1031137928 元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8
二等奖 93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6719240
6 18486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1895
83484

1470824
12054330

63
3296
57956
473739

3000
200
10
5

0511 16 27 33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