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4日晚开奖的福彩双
色球第2016138期， 开出红球号
码为07、16、20、24、25、30， 开出
蓝球号码为07。当期，全国共中出
一等奖12注， 单注奖金605万余
元， 其中一等奖复式投注7注，每
注加派奖金500万元，单注中奖金
额升至1105万余元。据省中心机
房检索， 我省长沙彩民以6+3的
蓝球复式投注幸运揽获其中1注
一等奖， 中奖福地为长沙雨花区

43014367福彩投注站。
本期开奖后， 双色球奖池累

计金额仍高达9.98亿元， 下期双
色球9亿派奖活动继续进行，一等
奖派奖金额为4999万元，六等奖
派奖奖金余额为1.47亿元。 由于
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500万，下
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4元中得
1500万元。在此湖南福彩提醒广
大彩民， 复式投注才能参与双色
球9亿元派奖活动。 ■钟琪

长沙彩民6元复式票
中得双色球1105万元大奖

本报11月27日讯 昨日，
湖南大学、 湖南中医药大学均
举行2017届毕业生供需洽谈
会。记者从现场获悉，2017年湖
南高校毕业生将达34万人，就
业形势依然严峻。

湖南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
处潘刚峰主任介绍，与去年同期
相比， 来学校招聘的单位数、招
聘会场次以及提供的招聘岗位
数均有明显增加。潘刚峰特别提
醒，受经济形势的影响，不少转

型升级的企业对一些基础学科
的毕业生需求较大。“比如一些
电子信息的企业，也需要招聘法
律、数学、物理等专业的学生，大
家在选择企业时不妨多参考。”

困难学生的就业情况被高
校视为重中之重。湖南大学设立
“就业绿色通道专项基金”，通过
就业岗位推荐、政策帮扶、经济
援助等7项举措，为家庭经济困
难毕业生、残疾人毕业生、零就
业家庭毕业生、少数民族毕业生

等7类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提供
就业帮扶工作。

又讯 26日， 湖南现代物流
职业技术学院举行2017届毕业
生校园供需见面会，一些高薪岗
位吸引了众多学子争相应聘。

本学期， 学校已陆陆续续
举行了近50场专场招聘会，提
供就业岗位3000余个， 半数以
上的毕业生已“名花有主”。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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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奖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曹晓彬 贺双锋 叶年洲 王国瑞 吴
贤军 欧亮 萧平峰 唐浩榕 夏瑜璐
刘如意 黄迪 何凌云 周新敏 涂林
静 陈才坤 胡思群 程仁 晏晓阳
赵文龙 曾宪良 刘玛林 曾齐娥 刘武
彪 吴红兵 向 英 周平 张玉波 邹
武生

二、优秀奖提名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谢海龙 伍安德 李加林 王永智 雷
耀华 王凌（1970） 李正良 周灵芝
徐克强 李爱民 赵作龙 谭立军 王顺
全 黄亮翼 丁伟 王新江 冯高 董晓

坤 杨茁 唐耀生 王研 杨会昌 喻名仁
喻德良 廖东明 林开利 孙晓霞 陈
宇 周晔 柏元文 赵红萍 文开宁 邹
桂求 陈毅华

三、入展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杨广 彭育龙 贺建波 石铿 李怡恰
周昌俊 肖广荣 魏湘江 龚晓秋 唐
源茂 康坚光 周春元 周冰 曾德进
刘宗迪 黄秀光 陈和平 谭立新 胡
昭鹏 张云峰 汤剑 申凤连 贺卫龙
李一涛 胡有德 徐静 王心茂 刘岳
松 罗新华 王凌（1983） 邓建波 孙
倩 罗欢 王志强 严绍斌 黄勇 李平

戴坭灿 田小华 徐国华 陈波 张成
何烈武 甘喜云 伍泽华 吴学稼 聂
德荣 王卫国 龙耀宗 吴强梅 陈卫国
王拼搏 周少春 袁四英 左桂坤 罗
卫东 黄华山 彭本科 邓兢 欧阳惠
谌敦丰 萧勇 李亚雄 胡海石 王海
文 黄庭晖 杨修亮 何永开 蒋世常
赵奇 向礼兵 朱垞 王喜元 朱正礼
罗芳 肖正仁 余韩章 周新湘 李文杰
扶应辉 史井岚 刘嵩琛 彭幻如 唐
安国 徐永宁 周小满 彭赛勤 彭建强
夏五勇 罗志明 李建栋 尤勇 苏奇
才 周彦瑜 唐彩 曹家滨 江维 周
云生 邓丰年 赵和平 宋运清 翁顺

全 李慧 孟飞 伍令军 吴流芳 唐幼
铎 唐琳 吴浩 陈仁 马湘伟 卢靖
峰 刘春花 杨通献 陈都 王洁
胡孝阳 杨武刚 谌业海 李凡 李佑
生 昌多闻 向珊勇 杨正良 李朝明
段波峰 胡春雷 段太平 唐名辉 刘
常清 欧阳晓林 王超 付力 谷峰 雷
威 陈志林 向贰肖 罗艳萍 陈华良
徐军 张广奎 张优平 司马新义 罗奇
志 陈希 刘灿辉 唐倩 周兆频 谢志
伟 伍海勇 雷述新 唐朝晖 陈山河
何苏 邓位华 杨奇志 刘燕华 刘雄波
毛旭春 戴馥芳 胡春生 杨文彪 王
胜男 欧阳维忠 尹金良

1、由于部分报名表为手写，上述名单如果存在错别字等问题，请于 2016年 11月 30日前联系组委会。
2、由于本次大展征稿作品质量上乘，优良作品众多，经组委员研究决定，适当增加了入展作品数量，本名单已超出大赛文件规定之入展数量，请予以谅解。
3、大赛颁奖工作将另行安排，请等待组委会通知。
4、优秀作品和提名作品即将在华声在线展开人气作品奖投票，请各位参赛者及时关注大赛网站（http://zh.voc.com.cn/list.php?cid=735）。
5、工作联系： 杨莉 15974248086����郑莹 18689734102�����办公室电话： 0731-84329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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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首届中青年书法大展优秀奖及入展名单公示

注：

遗失声明
张家界市永定区老农村土菜馆
将张家界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永
定分局 2012年 7月 2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册
号 430802600101644，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微信办理

注销公告
宁乡黄材水库资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姜练武
电话:13808496546

遗失声明
长沙安拓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王琰遗失湖南大学报到证编号
20041053220091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英人寿湖南分公司兹有以
下银保通空白保单声明作废：
HN0054381.HN0054337,
HN0053531-HN0053620,
HN0053622-HN0053625,
HN0053629,HN0054207,
090009004-090009020,
090008023

◆本人方洁遗失 2016 年 7 月
20 日旺旺医院门诊医疗发票
4 张，发票代码：143001631830，
号 码 ：10734570， ￥1268.80， 号
码：10749554，￥13.00，号码：107
57701，￥145.50，号码：10734539，
￥599.70，声明作废。

◆谢创不慎遗失土建施工员证书
编号 109011101944；机械员证
书编号 109071100028特此声明。

◆黄正华遗失安乡县深柳镇城北
居委会城西北路的国土证，证
号 ：安国用（2007）第 309 号 ，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湘天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遗失长沙县农业银行榔梨分行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J5510003834801，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湖南威博士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雅卿礼仪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遗失岳阳楼工商分局 2014
年 4 月 24 日核发营业执照副本
430602000035721， 组 织 机 构
代码证正本 08138716，声明作废。

明年我省应届高校毕业生达34万
基础学科毕业生需求较大 湖大7项举措为困难学生开通就业绿色通道

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安排，11月22日，省福彩中心党
总支副书记、副主任柴李军带领
部分党员及发展对象，深入永州
市江永县兰溪瑶族乡黄家村开
展“机关支部联基层”活动，感
受精准扶贫和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接受教育，并送去福彩的
关爱。

兰溪勾蓝瑶寨“隐居”于美
丽的永州江永县，是一个保存非
常完好的勾蓝瑶人祖居地，全寨
村民共2900多人， 其中黄家村
1067人，60岁以上老人166人，主
要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全村贫困
户99户。一进村，眼前的青山、流
水、小桥、古村，好一幅天然的风

景画，瞬间让大家忘却了近七个
小时的奔波劳顿。今年，为了进一
步丰富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村
里投资近20万元， 将几栋老旧
民宅改建成村里的活动中心，这
次省福彩中心向该村活动中心
的图书室捐赠2万元农业科技
类图书，希望帮助当地农民提高
农业科技水平， 增加农产品收
益。随后，省福彩中心一行再次
走进结对帮扶对象欧阳锡义和
欧阳明杰的家中，将慰问物资递
到老人手中，祝愿老人在省民政
厅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帮
助下脱贫致富，安度晚年。通过
参观、走访，省福彩中心的党员
代表和发展对象了解了黄家村

的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旅游开发
情况，深受教育和鼓舞。

江永县兰溪瑶族乡黄家村
是省民政厅精准扶贫和“一进二
访”联系点。此次活动的开展，既
是福彩中心对“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活动的深入推进， 也是湖南福
彩积极履行“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 的发行宗旨和彰显“福泽潇
湘”公益责任的具体行动。■木子

感受精准扶贫，送去福彩关爱
———省福彩中心赴江永县黄家村开展“机关支部联基层”活动

11月26日，师大附中开展“交换温暖”爱心义卖主题活动，组织1000多
名学生志愿者上街义卖， 将所得爱心款捐赠给贫困学校和抗战老兵等。 高
一1613班的学生说，“参加义卖可以为需要帮助的人献出一份爱心，让我有
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感。” 记者 黄京 李健 实习生 周莉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