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8日，施工人员在长沙市黄兴北路湘春路口步道旁施工。总长约6.4公里的长沙历史步道示范线南起湖南
省立第一师范、北至开福寺，经过约20个历史街巷，涉及12条城市道路，包括整个长沙历史城区范围。目前长沙历
史步道西园北里主巷段建设基本完工，黄兴北路段正式开建。 记者 徐行 摄影报道

本报6月8日讯 目睹陌生男人
从女友小花出租房内离开， 常德男
子郑某气不打一处来。 为了揪出这
名“第三者”，他竟拨打110报假警。
结果却因谎报案情被处罚。

5日20时许，常德市公安局武陵
分局穿紫河派出所接警称， 辖区长
胜桥菜市场附近一出租房内， 有人
报警称家中5万元现金被盗，民警迅
速赶往现场。据报警人郑某介绍，他
放在女友出租房的5万元不见了，而
他进门时刚好看到一男子离开。

由于小花对家中失窃一事矢口
否认。民警觉得事有蹊跷，便将情侣
带回派出所， 很快弄清了真相。原
来，郑某当晚到小花的出租房时，看
到床上躺着一陌生男子。 因怀疑对
方是“第三者”，郑某便以家中失窃
为由报警，幻想警察为他抓出“第三
者”。由于谎报案情，公安机关对郑
某依法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记者 龚化 通讯员 吴林芳 贺梅

将“诚信”写上名片，为守诺贱卖资产
陈玉成：买卖赔了钱可再赚，但诚信丢了就不会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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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8日
第 2017152期 开奖号码: 7 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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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4
423
0

1040
346
173

503360
146358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7年 6月 8日 第 2017066期 开奖号码

红球: 26 01 04
奖池累计金额 ： 624968496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17 06 19 蓝球: 03

中奖注数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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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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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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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1364
74828

1364595

917524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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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9085

1
201536
3000
200
10

5

7075823

本报6月8日讯“我们是
民政局， 做一个回访，2011年
至今，向你下发的孤儿基本生
活费和低保补助金共31290
元，你领到手没有？”“什么钱?
我不知道啊。” 家住岳阳市临
湘市的小丽（化名）与民政局
的一段回访通话牵扯出一起
村官贪污案件。

1994年出生的小丽一直
与奶奶相依为命。2010年，村
里负责民政工作的党支部副
书记、村委委员兼会计欧某找
到小丽的奶奶，在未告知任何
用途的情况下取走小丽户口
本，为小丽在民政局办理了社
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费救济
金和低保补助金两张存折本。

2015年5月， 接到电话的
小丽才得知自己2010年就已
被民政部门列为孤儿，每年都
能得到孤儿生活费及低保配
套补助金。此后，她多次找欧
某询问，却一直没得到回应。

直到2016年2月过后，欧

某意识到自己再也瞒不住了，
分两次给了小丽5090元的低
保补助金和2000元的孤儿基
本生活费， 并让她写下“3月
初，小丽从欧某手中拿了5400
元低保补助字条（实际上是
5090元）”、“8月份，小丽从欧某
手中拿了2000元”两张收条；但
下发的生活费远不止这些。

此后，小丽及其家人多次
催要剩余生活费，欧某一直不
予理睬，甚至还私自在收条的
2000元前加了一个“2”。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小丽在签下第
二张收条时留下了照片。

检察机关对欧某立案后，
其交代了侵吞小丽的孤儿基
本生活费及低保补助金的事
实。因利用协助政府从事民政
工作的职务便利，侵吞民政专
项救济款24220元， 欧某被临
湘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贪污
罪移送审查起诉。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黎云霞 朱莹 实习生 娄娜

■记者 张浩

本报6月8日讯 为信守承
诺， 他不惜贱卖固有资产筹措
资金。创业20年来，公司从未发
生过劳资纠纷， 也从未有过一
次信用不良记录。 他就是湖南
“诚实守信好人”陈玉成。

“生意如同做人，诚信最为
重要。”在陈玉成看来，买卖赔
了钱可以重新再赚； 但是诚信
缺失了， 就不会有从头再来的
机会。

为兑现承诺
他贱卖固有资产

在陈玉成的名片上， 标着
黑色、加粗的“诚信”二字。“做
买卖最讲究的就是诚信， 哪怕
是饭桌上一句玩笑话也要兑
现。”

2007年5月， 岳阳市云溪
区负责人来湘潭招商引资，时
任昭山油化总经理的陈玉成和
另一企业老板一同到云溪工业
园考察商谈， 并于当年10月与
区委、 区政府达成初步投资意
向口头协议。

市场风云变幻让人措手不
及，2008年10月完成云溪工业
园项目选址和土地“六通一平”
时，正逢全球“金融危机”爆发，
食用油及废油脂每隔一周以每
吨1000元价格跳水式滑入“四
连跌”，一起投资的另一家企业
退回买好的地皮打道回府。

是继续履约来云溪投资，
还是等金融危机过后再说？陈
玉成面临巨大压力与抉择，全
球金融危机使“昭山油化”深受
重创， 再到云溪投资新项目无

疑于雪上加霜， 家人和公司50
多名职工规劝陈玉成慎重考
虑。

“既然云溪区委、区政府对
我们投资商履行了口头承诺，
我们没有理由不‘守诺’。”陈玉
成毅然说服家人和职工， 连续
三年将湘潭市株易路口的商
铺、旅馆、工厂、仓库、民居楼全
部贱卖变现，资金全部投入“成
成油化” 项目建设。2009年以
“昭山油化”为承贷主体作抵押
担保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个
人及亲朋自筹2000多万元投
入项目建设， 确保企业项目如
期开工投产。

公司资金紧张
员工自发凑钱还贷

公司自成立以来， 产品质
量从未发生过“客户投诉”和
“退货”的事件。目前，公司已
“壮大”成为中南五省行业内产
能最大、品种最齐、质量最好的
规模型企业之一。 公司产品销
售覆盖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
并打入北美和东南亚市场。

2010年12月，陈玉成带队
参加全市“竣工项目”评比，获
二类项目综合排名第一。 公司
多次被评为全省质量信用A级
企业、产品质量信得过单位、消
费者满意单位。

其先后创办的“昭山油化”
和“成成油化”两家公司，一直
信守遵章守纪、诚信经营原则，
从未发生损害国家利益、 损害
公共利益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
为。此外，陈玉成建立健全员工
发展机制和激励机制， 设立科
研经费 ， 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未发生一例劳资纠纷。

2014年7月，公司向华融湘
江银行500万元技改借款还款
期限只有三天，而公司资金没有
及时回笼导致还款困难，陈玉成
带动全体管理层干部自发拼凑
资金及时足额付清借款和利息。

本报6月8日讯 情侣约好去
堕胎，可当女子走出病房时，男友
却跑掉了。今日中午，想不开的女
子刘某一气之下从医院三楼跳下。

“有人跳楼啦。”今日中午，郴州
资兴市妇幼保健院内，一名女子从
医院三楼跳下，落在了一处活动板
房顶部。由于女子受伤较重，且活
动板房房顶不能同时承受多人站
在上面，救援工作一时无法开展。

资兴消防大队消防官兵赶到
现场后立马组织营救。指挥员派了
两名瘦小的消防官兵做好防护准备
后爬到铁皮房上， 在现场医务人员
的指点下， 将女子移到软担架上并
缓缓抬下，其余官兵及时接住女子，
并将其移交给现场医务人员救治。

由于伤情严重，目前女子仍在
抢救中。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林思

为找“第三者”
常德男子报假警被拘

堕完胎后男友跑掉
女子当场跳楼

侵吞孤儿补助金，村官被捕

6月8日， 是2017年高考
的最后一天，结束了最后一科
考试的高三学子，终于可以在
这晚来一场“狂欢”了。但这一
晚的“狂欢”不仅仅是属于全
国的高考生，三湘彩民也在这
晚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双色球
狂欢”。当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玩法第2017066期开奖，
当期开 出 红球 ：01、04、06、
17、19、26， 蓝球开出：03。全
国共中出一等奖8注， 单注中
奖金额707万余元， 来自我省
湘西州永顺县第43139671号
福彩投注站的幸运彩民“金榜

题名”喜中其中1注头奖，其余
中奖情况为辽宁2注、 浙江1
注、广东1注、广西1注、云南1
注、陕西1注。

此外， 当期全国还中出
103注二等奖，单注奖金20万
余元，我省彩民中得其中1注，
中奖福地为：长沙市开福区陡
岭路第43014455号福彩投注
站。

当期开奖后，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6.24亿元。下期彩民朋
友们仍有机会单注即中千万
元大奖。 ■左伊

经济信息

湘西彩民“金榜题名”，
喜中双色球头奖1注

长沙历史步道
黄兴北路段开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