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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1263期 本期投注额：23699118 元

中奖号码 5 0 3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4507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7443

中奖号码 5 0 3 2 9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3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7 星彩”第 11113 期 本期投注额：16095110 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9月 27日

22选 5第 11263期 本期投注额：1808142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0 12 17 18 21
中奖注数(注)

33
3082
51106

单注奖金(元)
14435
50
5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6 2 2 7 8 7 8
中奖注数(注)

2
27
218
3296
36453
424519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13532
1800
300
20
5

本报9月27日讯 昨天下午2点40分左右，
衡阳市中心汽车站在建机修车间发生坍塌事
故，正在施工的工人被埋压，事故发生后，衡阳
当地相关部门紧急展开搜救工作。截至26日晚
8时30分， 已有10人被救出并送往医院接受救
治， 另有3人被困。（相关报道详见本报昨日
A21版）

“被困3人”事发后自行离开
今天上午，记者在事故现场了解到，被送往

医院接受救治的施工工人颜某已于昨晚在医院
因抢救无效死亡。 而事先被认为遇困的3名工
人， 经公安机关核实，3人在事发后均自行离开
现场，分别为益阳安化籍的陈富男、孟作周，衡
南籍的宁珍忠，3人受伤较轻。

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的9人分别是： 唐俊
峰、陈中秋、刘永生、王东生、唐先科、陈宏孝、
贺春云、唐光正、张孝华，9人均无生命危险。

确认无工人被埋压， 事故原因待查
据蒸湘区区长陈树生介绍，目前已与昨天

工地全部当班的22名工人一一见面，再次确认
坍塌现场没有工人被埋压。“送往医院救治的
10人中，除了抢救无效死亡的颜某外，3人伤势
较重，6人伤势较轻。”

据衡阳市公安消防支队政委李正金介绍，
昨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救所使用的生命探测
仪是雷达探测仪，该探测仪有一个弊端———遇
到金属和水分容易产生误差。生命探测仪探测
三处疑似有生命迹象后，经过救援人员奋力挖
掘，并没有在疑似点发现被困工人。今天凌晨3
时， 省消防总队派出救援人员及4只搜救犬再
次搜救，仍未发现生命迹象点。

据了解，此次坍塌事故原因正由当地组织
相关部门调查，已有5名相关责任人被控制。

■记者 徐德荣

本报9月27日讯 长铁公安处从9月
25日起全面开展以打击倒卖车票、制贩假
票为主要内容的“秋风战役”，开辟网上、
网下两个战场。 数十网警24小时网上巡
查，3天来已破获网络倒票案件15起，缴获
车票65张，抓获违法犯罪人员15人。

票贩子转战互联网
随着武广高铁动车组列车实行互联

网售票和“十一”黄金周的即将来临，票贩
子开始转战互联网，在网上发帖，高价倒
卖车票。

针对日渐猖獗的网络倒票活动，长铁
警方派出数十名网警24小时专人监控浏

览，只要发现倒票线索，即派警力一查到
底。9月25日16时许， 打炒民警通过网络
监控发现一条高价转让车票信息，26日在
岳阳市内将正向旅客高价倒卖车票的李
某查获，收缴硬卧车票1张，李某被依法行
政拘留。

防骗做到“三不一要”
长铁警方表示，对一些明显的加价倒

票信息及3张以上车票转让的， 要求网站
加强自律，自行予以屏蔽和删除；对一些
被网友多次举报倒卖车票的网站屡教不
改的，铁路警方将会同有关部门，对其进
行处罚直至关停。

警方建议市民在收到各类买票的可
疑信息时，做到“三不一要”：不轻信来历
不明的电话和信息；不向陌生人透露自己
及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情况；
保证自己银行卡内资金安全，不向陌生人
汇款、转账；万一上当受骗，立即向公安机
关报案，并提供骗子的账号、联系电话等，
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同时提醒，广大
旅客在网上购买火车票时，应在铁道部指
定 网 站 “ http://www.12306.
cn/mormhweb/”等正规渠道按有关规定
购票， 不要轻易登录一些陌生网站和网
页，以免上当受骗。

通讯员 朱红梅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乔姮

本报9月27日讯 今日凌晨，汉寿县城
银水路发生一起命案， 一超市老板在超市
内被残忍杀害。

在事发现场， 记者了解到被杀害男子
冯某，今年42岁，在汉寿县银水路口开超市
有十余年了。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今日凌
晨3时许，冯老板的一位老主顾像往前一样
来超市批发商品，敲了很久的门，都没有人
应，于是就打电话给冯某的老婆。老板娘用
钥匙开门后， 发现丈夫被杀害在超市内的
床铺上。

据了解，冯某的死状非常惨烈，头部被
严重砸伤，颈部被划伤，胸口上有刀伤。更
残忍的是，凶手竟然将冯某的眼珠子挖走。

得知儿子遭残忍杀害， 冯某的老母亲痛不
欲生。老人向记者哭诉道，儿子的一双儿女
都还未成年，小的只有6岁。

“冯老板人那么随和，怎么会遭到这样
的毒手？凶手真是丧尽天良。”得知冯老板
遇害后，附近很多居民都赶到了事发现场。
在超市旁开餐馆的周老板说， 冯老板为人
和善，笑脸迎客，从不与人计较、争吵。“他
做生意规规矩矩， 从不搞缺斤少两的事。”
一位老大爷红着眼说， 邻居都为冯老板的
不幸感到愤慨和痛心。

案件发生后，当地公安部门在凌晨4时
许赶到了现场。目前，案件仍在侦查中。

■见习记者 聂诗茼 通讯员 李杰

本报9月27日讯 今天下午， 湖南省
直重点窗口服务单位为民服务创先争优
推进会在长沙召开。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
在会上表示，自去年10月以来，省委创先
争优活动小组在全省窗口单位和服务行
业部署开展了“三亮三创三评活动”，省
直各重点窗口单位积极响应、迅速行动，
组织领导有力、推进措施扎实，活动办得
富有特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肯定成
绩的同时，梅克保也指出了当前活动存在
的一些薄弱环节，如：个别行业主管部门
履行职能不够到位，少数基层单位还没行
动起来， 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较
“虚”等等。 ■记者 胡抒雯

本报9月27日讯 昨日，福彩双色球
2011111期830万头奖得主前来领奖。据
悉，中奖者刘先生来自株洲，是一个彩民
新手。对于奖金的使用，他表示早就有了
安排，“跟女友谈恋爱已有5年的时间了，
10月份打算办酒， 没想到这个大奖不期
而至， 一定要给女友一个风风光光的婚
礼。” ■通讯员 游慧

超市老板半夜遭残忍杀害

网上转车票3张以上，网站应屏蔽
长铁网警24小时网上巡查，3天破15起网络倒票案

停工通知没能阻止坍塌事故
“被困3人”事发后自行离开，事故致1死9伤，5责任人被控制

27日上午，记者在现场采访时，有自称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坍塌的机修车间的
建设单位是湖南共创实业集团。该在建项目未向相关部门申请报建，也没有聘请
监理公司对施工进行监理，“据说前不久， 有职能部门对该工地下发过停工通知
书。”

记者随后从参与现场救援工作的蒸湘区某部门一不愿具名的工作人员口中
得知，事发时工地并没有监理人员，建工部门不久前确实对该工地下发过停工通
知。“据说目前该项目还没有与监理公司签订合同。”

另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前几天，为确保安全生产，衡阳市对市区多处建筑施
工工地都下发了停工通知，“但这个工地可能是要抢赶工期没有停工。” 对于该项
目是否具备完善的报建手续，记者采访多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知情。据记者了
解，27日下午，安监部门已进驻事故现场展开调查。

车间坍塌前，曾收停工通知
大婚前“新手”彩民
中得830万

梅克保：把为民服务
创先争优引向深入

调查

《衡阳市区一在建车间楼面突坍塌》后续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停工通知没能阻止坍塌事故
“被困3人”事发后自行离开，事故致1死9伤，5责任人被控制

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27日中午，坍塌现场周围数名工人正在搭建临时围墙。据了解，围墙搭建后，将对
坍塌现场进行清理。 记者 徐德荣 摄

本报9月27日讯 今日上午， 衡阳市
公安消防支队举行假冒伪劣消防产品销
毁仪式， 公开将2000余件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销毁。今年3月至9月，衡阳消防部门
联合多部门组成2个检查组，对全市消防
产品的生产、销售和使用领域开展集中专
项整治行动，查获了一大批假冒伪劣消防
产品。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杨凡 刘慧云

本报9月27日讯 昨天在长沙市开福
区沙坪的伊飞湘绣艺术馆， 来自省内的
多位知名艺术家现场一起创造了一幅湘
绣画稿《繁花似锦》。据介绍，省湘绣刺绣
大师、伊飞湘绣首席设计师毛珊，将率领
手艺精湛的绣女们，根据这幅画稿，绣成
一幅湘绣作品。 ■记者 陈月红

书画湘绣大师合璧
创“繁花似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