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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线

7 月 27 日晚，在体彩大乐
透第 16087期开奖中， 我省邵
阳市邵东县红岭南路 54 号
4305009109 体彩投注站彩民
以一张面额 504 元的“10+2”
复式票命中 1 注 1000 万元一
等奖和众多小奖， 奖金共计
1017.24万元。 7月 29日下午，
湖南体彩直营旗舰店里来了一
位穿着清凉的彩民，T 恤加短
裤再配一双拖鞋， 看起来十分
的凉快。 工作人员上前询问，原
来这位彩民朋友就是 1017 万
元大奖得主。

爱复式投注
去年领三次大奖

据了解， 中奖彩民王先生
（化姓） 是一位地道的“老彩
民”，虽然才到中年，但已经有
二十年的购彩彩龄了。 他非常
喜欢用复式投注大乐透， 因其

家境殷实， 所以每次都会投入
几百元。 他说：“复式投注有保
障，其实我的中奖情况还不错，
仅去年就在邵阳市体彩分中心
领了三次大奖， 最多的一次奖
金将近 20 万元， 前一段时间，
我还差点中一等奖， 不过改错
了一个号码所以错失大奖，只

中得 3注三等奖。 ”
据王先生介绍，7 月 27 日

下午，他路过 4305009109体彩
投注站，一看时间不早了，就马
上进去看起走势图来，看了一会
选出了一组“10+2”的号码。 买
完彩票他就离开了，第二天上网
查了一下号码， 才发现中奖了。

“当时也没太激动， 好像觉得应
该似的”，王先生这样说。

穿拖鞋来兑奖
奖金计划存定期

与我省其他大奖得主不
同，王先生堪称“最随意”大奖
得主。 没有面具、没有帽子、没
有墨镜，他穿着 T 恤、短裤和拖
鞋就来兑奖了。 工作人员问其
原因， 王先生说：“这天气太热
了，穿拖鞋凉快啊。 ”

据了解， 王先生已经将中
奖的好消息分享给了家人。 兑
领奖金后， 他计划先将奖金存
放银行。 全程服务的银行工作
人员介绍， 三年期大额存单的
利率可以达到 4%。扣税之后王
先生可以领到 817.24 万元奖
金，也就是说，如果拿出 800 万
元存三年定期， 三年后仅利息
就可以拿到 96万元。

7月 31日，“幸运赛车上市
五周年， 快乐星期天 300 万大
派奖”活动迎来第二个派奖日，
众多体彩赛车店迎来了奖销两
旺的好局面。在第 16073132期
开奖中，开出号码“10、3、7”，前
三奖金高达 12126 元， 由于派
奖期间奖金增加 30%， 奖金共
计 15764 元， 派奖奖金高达

3638 元，成为当天前三单注最
高派奖奖金。

除了 300 万大派奖活动
外，配套活动“湖南玩赛车，香
港看赛马”也在火热进行中。 8
月 3 日，“湖南玩赛车，香港看
赛马”活动第一次抽奖在长沙
市 芙 蓉 区 燕 山 街 155 号
01836 体彩赛车店进行，送出

了第一批 15 个“香港看赛马”
名额。 请参与了活动的彩民朋
友登录湖南体彩网查看中奖
名单， 如果中奖， 请于 8 月 9
日 17:00 之前与各市州体彩
分中心进行确认，逾期视为自
动放弃。

8 月 7 日，本周日，是派奖
活动的第三个“快乐星期天”，

幸运赛车游戏前一、 前二、前
三、组选前二、组选前三、双车
位置等 6 大玩法奖金将上涨
30%！前 15 名进入体彩赛车店
的彩民朋友， 还可获赠一张 3
元的超级大乐透追加彩票，最
高可中 1600 万元大奖！ 更有
机会参与“湖南玩赛车，香港看
赛马”活动，圆您香港赛马梦。

7 月 30 日晚，长沙理工大学体育馆
内激情涌动，2016“体彩大乐透杯”湘鄂
渝体育舞蹈公开赛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随后还进行了奖金组、成人组的决赛。

本次大赛由湖南省体育舞蹈协会和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主办，在
7月 30日 -31日两天的比赛中，有来自
湖南、湖北、重庆、贵州、北京、广东等省
市 70 支代表队的近 2000 名选手上场
展示了体育舞蹈的激情和魅力。

在当晚的比赛中， 伴随着美妙的音
乐，选手们翩然起舞，用婀娜的舞姿、热
情奔放的舞步点燃了全场气氛， 赢得了
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尽管是激烈较量
的比赛，但选手们以饱满的热情、优雅的
姿态，尽情展示了运动之美，让在场观众
享受了一场体育舞蹈的视听盛宴。

体育舞蹈是一项融合舞蹈、音乐、竞
技等元素的体育舞蹈艺术， 深受广大群
众的喜爱和推崇，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2010年广州亚运会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它既有竞技性，又有艺术性和观赏性，是
一个非常适合推广的全民健身项目。 据
了解， 湖南省体育局已准备将体育舞蹈
纳入 2018 年第十三届省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 湖南体彩支持本届体育舞蹈大
赛，正是为了弘扬体彩公益宗旨，助力全
民健身运动开展。

T 恤、短裤配拖鞋
邵阳彩民淡定领走体彩大乐透 1017万

首批 15个“香港看赛马”大奖送出
幸运赛车“快乐星期天”火热派奖 奖金上涨 30%

体彩助力湘鄂渝体育
舞蹈公开赛热舞星城

记者日前从省统计局获悉，
上半年， 湖南省级及以上产业园
区（以下简称“园区”）发展平稳，
主要经济指标企稳回升， 全省园
区共拥有企业34274个，实现技工
贸总收入17968.81亿元， 比去年
同期增长13.8%。

上半年， 全省园区的工业企
业平稳运行， 期末从业人数达
223.65万人，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3782.09亿元， 从业人数和收入
均比上年同期增多。

高新技术产业方面， 全省高新
技术企业期末从业人数99.12万人，
实现高新技术产业产值7228.60亿
元，增长15.7%。

湖南园区的招商投资也实现
了较快增长。 上半年园区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3160.13亿元， 并有
3876个新开工固定资产投资项
目； 新批外商直接投资项目126
个，实际到位外商直接投资30.49
亿美元，增长10.5%。
■见习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陈慧

本报8月3日讯 省统计局服务
业处今天发布消息称， 截至6月底，
全省拥有3813家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1124亿
元，增长17.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7.2个百分点，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
重庆和浙江，并领跑中部六省。

从行业来看， 商务服务业实现
营业收入最高， 达到262.02亿元，增
长23.2%；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则表现抢眼， 增速
分别达到74.3%和50.1%。

从盈利水平来看， 上半年全省
规模以上服务业企业实现营业利润
113.53亿元，增长11.5%。盈利企业
数为2435家，占全部规模以上服务
业企业的六成；其中，电信广播电视
和卫星传输服务盈利能力最强，实
现营业利润45.30亿元；其次为商务
服务业、 广播电视电影和影视录音
制作业。 三大行业营业利润占了全
部规模以上服务业的83.0%。

■见习记者 吴虹漫

本报8月3日讯 省政府
官网今天公布消息，省政府
近日集中批复同意7个地区
为湖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截至目前，我省共有6
个国家级高新区、16个省
级高新区。

此次设立的省级高新
区分别是：

长沙市在浏阳工业集
中区基础上建设浏阳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岳阳市在湘阴工业园
基础上建设湘阴高新技术
产业开发区；

常德市在津市工业集
中区基础上建设津市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娄底市在涟源经济开
发区基础上建设涟源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

永州市在永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基础上建设永州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怀化市在怀化工业园
区基础上建设怀化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

湘西自治州在泸溪工
业集中区基础上建设泸溪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据了解， 新增的7个高

新区已形成较为鲜明的产
业特色。浏阳重点发展装备
制造、汽车及零部件和再制
造高新技术主导产业。湘阴
重点发展可持续建筑、农副
产品精深加工高新技术主
导产业。津市重点发展生物
医药、先进装备制造高新技
术主导产业。涟源重点发展
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高新
技术主导产业。永州重点发
展先进装备制造、生命健康
高新技术主导产业。怀化重
点发展生物医药、农产品精
深加工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泸溪重点发展铝系列精深
加工和新金属材料加工、生
物医药高新技术主导产业。

省政府在批复中明确，
上述区域将实行现行的省
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政
策，努力建设成为自主创新
的战略高地和培育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核心载体。
同时要求，各高新区必须严
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和城镇总体规划，按规定程
序履行具体用地报批手续，
合理、集约、高效利用土地
资源。

■记者 肖德军

我省新增7家省级高新区
新增高新区已形成较为鲜明的产业特色

我省园区上半年总收入增13.8%

服务业收入
领跑中部

湘阴工业园内繁忙的钢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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