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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12月 1日

第 2014327期 开奖号码: 0 8 8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288
314
0

1040
346
173

299520
108644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雨花区招30名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长沙市雨花区区委党校等事业单位需

增补30名工作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详
情可登录长沙市雨花区人社局网站（http:
//ldj.yuhua.gov.cn/）查询。 ■记者 李琪

长沙招募家庭教育志愿者
长沙市家庭教育学会向社会招

募会员， 热爱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热
衷家庭教育的志愿服务者可登录“长
沙妇女网”报名。 ■记者 陈月红

长沙交警街头查毒驾
12月1日，长沙天心交警在芙蓉路新姚

路口设点， 重点查处毒驾、 酒驾等交通违
法。2012年8月1日至今，长沙已注销涉毒人
员驾驶证3000余本。 ■记者 黄娟

本报12月1日讯 长沙
供水公司将进行书院路改管
并网工作，12月3日10点至
22点，天心区书院路（京广铁
路桥—木莲冲路） 沿线两厢
地区将停水， 河东二环线以
南的高远程地区（包括环保
工业园、暮云片区）水压、水
量将减小。

12月3日22点至4日7点，
第八水厂因设备改造停产，
城区东、 南大部分地区的供
水将会受到影响，劳动路、长
沙大道以南、 万家丽路以西
区域水压、水量将减小，部分
高远程地区（如井湾子、暮云
等地区）、 高楼层用户将停
水。施工完毕后预计仍需5-6
小时才能恢复正常供水，部
分高远程地区可能需更长时
间。 ■记者 陈月红

本报12月1日讯“爸爸，
你在那边还好吗？ 什么时候
回来看我？”这是日前浏阳沙
市镇中心小学5年级学生金
睿在“亲子连心室”与在外务
工的父亲进行视频对话。

沙市镇计生办联合社会
力量捐资20余万元购买电脑，
建立“亲子连心室”，如今，全
镇19个村（社区）900多名留
守儿童都能通过视频，与在外
务工的爸爸妈妈联系。
■记者 洪雷 通讯员 吕立生

一个电话搞定“生育证”
本报12月1日讯 打个电话， 足不出

户，社区即可上门办理生育证、独生子女
证和婚育证明等。长沙市开福区凤亭社区
今天举行“防艾”和计生宣传，推出计生
“足不出户办证”新模式。

80岁的张俊益是网船班小区40栋居
民，媳妇怀孕了，需要办生育证，可儿子、
媳妇都是上班族，没时间来办证。张娭毑
咨询了凤亭社区计生专干，没想到计生专
干马上答应上门办理。不仅上门帮张娭毑
找齐了资料，生育证办好后，又送到了张
娭毑家。

“这项服务主要是方便了‘没有时间’
的居民。”社区书记于秋燕说，只要拨打社
区电话0731-82544918告知所办事项和
家庭具体地址，社区工作人员就会上门受
理办证事项，等证件出来后，还会送到市
民家中。

除了“上门办证”，流动人口办证也不
需要再跑回原籍地。只需在社区提交资料
后， 原籍地审批由社区通过系统平台完
成，两地共同协查办理，既简化程序，又确
保了真实性。 ■记者 曾力力 通讯员 常娟

便民

株洲公共体育场馆
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本报12月1日讯 株洲市今天召开新
闻发布会称，即日起，市本级公共体育场
馆将免费或低收费向市民开放。

开放的场馆包括三类：
一是株洲市体育局所属的河西株洲

市体育中心、河东老体育馆，其中体育中
心健身广场、田径场附场免费开放，全民
健身球类广场正在筹建， 预计明年3月起
免费开放篮球、乒乓球项目。体育馆、游泳
馆、网球场、高尔夫训练场、五人制足球
场、乒乓球训练基地和河东老体育馆分时
段免费或低收费开放。

二是醴陵市和炎陵县新建的体育场
馆，计划明年1月免费和低收费开放。

三是河东老体育馆的众恒体育馆，由
社会资本投资建设，同样参与本轮免费和
低收费开放活动。

市民需提前一天预订。其中体育中心
开通了微信订票平台，关注“株洲体育中
心”zztyzx520即可预订， 也可拨打电话
28687950预订； 河东体育馆预订电话
28215521。 ■记者 李永亮

政令

农村孕产妇
住院分娩可领补助

本报12月1日讯 记者今日获悉，长沙
市雨花区执行农村户口孕产妇住院分娩
关怀补助。黎圫、洞井街道的部分居民暂
未改变农村户籍身份，该区实行对街道享
受城居报销的非城镇户籍孕产妇进行补
助，由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月到雨花
区妇幼保健所报账进行补助。

去年10月至今年9月， 该区农村孕产
妇住院分娩补助4668人， 共补助金额
20.235万元。 ■记者 李琪

补助

停水

爱心

目前，“福彩宝藏·夺宝奇
兵” 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还
有89个免费赢取千足金、移动
话费的名额，您只需关注湖南
福彩官方微信，按照提示的步
骤参与活动，就有机会赢大奖！

截至 11月 27日上午 12
时，该活动进行了40天，已有
52人次中奖。一、二等奖得主
请尽快通过微信和湖南福彩
官方微信联系，提供详细的联
系方式。三、四等奖得主，请保
持手机畅通，话费会在活动结
束后一周内充进你所提交的
手机号码中。

活动参与很简单，在湖南
福彩官方微信界面下， 选择
“实用工具”中的“会员中心”

再选择“夺宝奇兵”，点击“领
取宝箱”， 并分享该页面至朋
友圈或直接发送给朋友，就可
获得朋友的帮助夺宝。活动设
一等奖1名，奖励iPad�mini一
台；二等奖10名，各奖励5g千
足金毛泽东像章一枚；三等奖
30名，各奖励200元移动话费；
四等奖100名， 各奖励100元
移动话费。

近期，彩民朋友还可参与
“彩豆秒杀移动话费”活动，第
八期秒杀时间为12月3日下午
3点。 目前活动已有35位用户
秒杀成功，每人获得了50元话
费。 ■刘菲

免费赢千足金，还有89个中奖名额
关注湖南福彩官方微信，就有机会赢取大奖

买菜不用每天逛超市、
菜市场，坐在家里就能“宅
配”上门。近日来，“绿色蔬
菜宅配送”的新兴生活方式
在常德悄然兴起，全市提供
蔬菜宅配服务的农场已超
过3家。 这些农场都无一例
外地打出了生态农场、有机
蔬菜的招牌。

“叮咚……”12月1日10
点， 常德市广德花苑小区，
配送员小郑将打包好的6份
蔬菜交到客户手里。“您好，
这是您点的蔬菜。”

“这个小区有几个客
户，我们一般是一、三、五上

午送货。”小郑说。
业主汤女士7月开始订

购绿色蔬菜，她说，绿色蔬
菜口感比市面上的要好，但
可能没那么有卖相，有虫咬
的洞，但懂行的人都知道这
才是真正的绿色无公害蔬
菜。

边山河有机生态蔬菜
种植示范基地位于常德澧
县火连坡镇，一期流转土地
288亩，投资3000万元。

在冬春蔬菜大棚内，茄
子、番茄、辣椒、黄瓜等各种
越冬蔬菜挂满枝头。 目前，
仅这一个基地就为常德300

多户会员实现宅配服务。整
个基地实行全方位的视频
监控覆盖，各级监管部门及
会员可随时上网查看整个
生产过程。

基地实行会员制配送，
全年3980元可提供52次生
态环保蔬菜宅配，承诺全市
范围内4个小时送货到家。
还根据会员的口味，建立会
员档案；利用微信等电子信
息平台接受预订；每周配送
的鲜菜还附有《本周鲜蔬》
实用手册以及蔬菜产品农
药残留检测结果证明书。

■记者 聂诗茼

本报12月1日讯 即日
起，长沙市民如果发现身边
有脏乱差现象，只要拿起手
机一拍，传送至长沙数字城
管平台，脏乱差问题不仅有
望解决，市民还可获得每次
最高百元的话费奖励。

确保个人信息安全

“市民随手拍” 是由长
沙市城管执法局开发的一
款手机应用软件，今日正式
上线运行。

记者打开“市民随手
拍”软件选择“长沙”，在“个
人中心”一栏中要求填写姓

名、电话及身份证信息。
“请市民如实填写认证

信息，我们会确保大家的个
人信息安全。” 长沙市城管
执法局副局长胡智慧说。

四类问题可举报

胡智慧介绍，目前初步
确定“随手拍”的范围为环
境卫生、市容秩序、私搭乱
建及井盖缺失四类问题。

市民发送后，数字城管
平台将进行核实、 立案，第
一时间派遣到相关责任单
位处置，最快2个小时内，最
长一周内回复处置到位。问

题处理完成后，将由市民对
举报问题的处理情况进行
核查与评价。

最高可获百元奖励

对于举报有效的市民，
城管执法局每月将对其进
行手机话费奖励。奖励标准
为2-5元/条，对于首次投诉
的在建违章建筑类问题，奖
励标准为100元/条。

此外， 数字城管平台将
定期对市民推送调查问卷，
参与手机问卷调查的市民
每次还可获得10元话费奖
励。 ■记者 吕菊兰

长沙城管推手机软件“市民随手拍” 可举报四类问题

“随手拍”举报脏乱差，最高奖百元话费

微信点一点，无公害蔬果送到家

打开长沙市城管执法局门户网站http://cgj.changsha.gov.cn/，
在主页上找到“市民随手拍”下载链接，点开下载后会提示下载软
件，根据需求选择安装。

安卓系统的手机或可直接扫描二维码便可下载，苹果手机“市
民随手拍”软件需下月上线运行。

教你下载“市民随手拍”

提示

长沙多地
明日将停水

为留守儿童建
“亲子连心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