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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1日

第 2017348期 开奖号码: 3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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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 “有了港湾
式停靠站， 乘客安全更有保证。”今
天上午， 家住福元西路万国城小区
的黄玉英老人走在提质改造后的福
元西路，竖起了大拇指。

记者在现场看到， 改造后的福
元西路车行道的平整度、 识别度和
安全度有了全方位提升， 原有的压
膜混凝土人行道被改造成“麻石板
+烧结砖”面板铺装的人行道，还融
入了“海绵城市”理念，在人行道外
侧新建了双向3.6公里的慢行绿道，
可供市民休闲散步。同时，沿线原有
的10个“路侧公交站台”改为“港湾
式停靠站”，乘客乘车将更安全。

记者从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市政
处了解到，今年，长沙对芙蓉区车站
路、天心区劳动路、岳麓区潇湘大道、
开福区福元西路和雨花区香樟路5
条主次干道进行综合提质改造。

目前， 除开福区福元西路已完
成提质改造，其余4条主次干道除市
一级重点工程与地铁施工路段之外
都已进入扫尾阶段。

■见习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徐蓉

本报12月21日讯 在橘子
洲沙滩乐园里，12月24日晚
6时， 旺耀橘洲———2018长沙
灯彩嘉年华将亮灯。届时，数万
盏自贡非遗彩灯、 梦幻酷炫的
光影秀、 重现丝绸之路的艺术
沙雕， 以及全天候的亲子动漫
游乐园都将炫彩登场。

本次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
3月2日，跨越圣诞节、元旦、情
人节、春节、元宵节，将打造长
达68天的光影狂欢。

40余组花灯
将亮相沙滩乐园

今天上午， 在橘洲沙滩乐
园里，彩灯艺人正在紧张施工。
举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
橘洲灯彩嘉年华将打造４0余
组大小不一的灯组，这些彩灯
由110名来自自贡、具有丰富
经验的师傅和专业技术人员
完成。

大型奇幻灯组均是根据园
区不同区域的特色进行设计、
造型和制作而成的， 每组灯各
有特色，与周围环境有机结合；
届时，万盏华灯交相辉映，以传
统灯彩艺术展现动感时尚、喜
庆节俗， 打造互动花样光影新
体验。

此次灯彩嘉年华有哪些

炫酷的彩灯组？橘洲沙滩公园
大门口广场前将屹立起最醒
目的迎春灯组， 明年是狗年，
这组彩灯就以狗为主题，名字
叫《瑞犬迎春 祥灯旺福》。在
主灯区，巨型“龙凤呈祥”灯组
也已惊艳亮相，气势磅礴中展
露精致工艺， 龙头似乎要喷
火，凤翼似乎可舞动。“这也是
灯组中最大的一组，最高处有
7层楼高。”

可赏“古丝绸之路”沙雕展

今年灯彩嘉年华除了灯展
外，主办方还在360米长的湘江
岸线上， 邀请国内首席沙雕艺
术家匠心打造，围绕“古丝绸之
路”的主题艺术沙雕展。记者在
现场看到，目前，艺术家们也在
紧张雕刻之中。

据介绍， 这次的沙雕展将
以沙雕形式重现古丝绸之路沿
线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标志性建
筑，勾勒出气势恢宏的古丝绸
之路的繁荣场景。届时，观众
可以在栩栩如生的沙雕艺术
中更形象地了解丝绸之路的
文化内涵。

灯彩嘉年华活动期间，1.0
米以下的儿童， 老年人、 残疾
人、现役军人凭证实行免票。

■记者 陈月红

周日去橘洲赏花灯看沙雕
40余组花灯将亮相沙滩乐园 光影狂欢活动持续68天

本报12月21日讯 说
好一次性付清房款的，补
充协议却变成按揭， 还要
配合乙方办理相关委托公
证手续至乙方指定人名
下。而且，房子还未过户，
对方就已进房装修。 一环
接一环， 卖房者却毫无防
备……《房子还没过户，买
家就抢着进场装修》（详见
本报11月10日A12版）报
道刊发后引起广泛关注，
不断有市民联系三湘都市
报称， 自己遭遇到了与贺
先生一样的“套路”。

近日，望城区学林西
岸的郭先生致电本报称，
自己前不久也与中环地
产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
虽然不是通过同一个中
介门店，不过“套路”几乎
一模一样，“看了相关报
道更是细思极恐，希望你

们能够帮助我解除这个定
时炸弹。”

今年9月份， 郭先生想
卖掉望城区学林西岸楼盘
一套88.36平方米的房子。
中环地产长沙分公司的一
位中介联系他，称有一位买
家要买他的房子，“对方出
价68万， 一次性付清。”郭
先生同意了。10月27日，他
与中环地产签订了 《房地
产买卖居间合同》。该合同
第六条要求， 乙方要求该
产权暂不过户， 只要求先
行办理委托公证书， 详见
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要求
同意乙方提前进场装修 。
除了名字与贺先生的不同
外，内容如出一辙。

经记者出面协调， 郭先
生的合约最终得以解除。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本报12月21日讯 近年
来 ，长沙公安食药环支队带
领全市公安食药环侦查部
门深入推进公安部“利剑 ”
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各类食
药犯罪活动，取得了丰硕的
战果。

今年来， 全市公安食药环
侦查部门共计侦破食品、 药品
领域刑事案件58起， 其中公安
部督办大要案件7起，共抓获犯
罪嫌疑人287人，移送起诉205

人，同比去年增长72%。
今年8月，食药环支队成功

破获“潘某等制售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鸭子）”案，摧
毁5个从越南非法贩运活鸭入
境销售的犯罪团伙， 抓获潘某
等犯罪嫌疑人60人， 查扣并销
毁非法走私入境的越南活鸭
15000余羽， 涉案金额1亿余
元。目前，该案由公安部和海关
总署联合督办。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刘彬

12月21日下午，长沙市橘洲沙滩乐园，彩灯艺人正在对各灯组进行最后的扫尾安装。记者 田超 通讯员 朱依 摄

今年长沙警方侦破食药品刑事案58起

福元西路新增
10个“港湾式停靠站”

市民遭相同“套路”,本报协助解约

《房子还没过户，买家就进场装修》后续

农民工讨回部分欠薪 余款元旦前结清

本报12月21日讯 临近年
底， 不少农民工都盼着能在年
底前拿到自己应得的工资回家
过个好年，而宁乡“包工头”何
爱军还在为去年的一笔欠薪伤
脑筋（详见12月15日A07版）。
此事经本报介入后有了回音。
今天上午， 被欠薪民工何爱军

再次致电本报表示感谢，“事情
基本得到解决， 公司已出面并
先行支付了5万元，同时承诺明
年1月份前将余款结清。”

望城区铜官循环经济工业
基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合同
主体是发包方汉联国际集团，
承包方为长沙白马桥建筑有限
公司， 农民工工资由白马桥建
筑有限公司负责， 因为双方合
作出现问题， 才出现了农民工
工资被拖欠的问题。

“我们高度重视该问题，”该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收到农民工
反映的问题后，上周五便将当事各方，
包括汉联、白马桥还有农民工代表组
织到一起进行协商。汉联当场支付了
5万元，白马桥收款后打了收条。20日
下午3点， 他们再次组织三方进行沟
通，汉联国际集团承诺在明年1月1日
之前将工资及保证金结清。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农民工对
处理措施也比较满意。”该负责人表
示，他们会关注到底，督促汉联国际
集团兑现这一承诺。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焦晨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