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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7日 第 2017152期 开奖号码
19 26 10
下期奖池 ： 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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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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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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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7年 12月 27日

第 2017354期 开奖号码: 2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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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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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本报12月27日讯 今日上
午10点8分，伴随两端组合钢柱
作为支撑、4个350吨液压千斤
顶做同步发力，湘江欢乐城欢
乐雪域项目钢结构屋盖首榀
主桁架开始缓缓提升，标志着
世界最大室内冰雪乐园———
欢乐雪域钢结构进入全面施工
阶段。

欢乐雪域位于湖南湘江新
区， 是在建湘江欢乐城的核心
项目。 主体结构主要由竖向支
撑、 混凝土平台和钢结构屋盖

三部分组成。 来自中建钢构的项
目经理杨松介绍， 欢乐雪域钢结
构屋盖是由主桁架、次桁架、环桁
架组成的重型空间网格结构，它
的提升是欢乐雪域钢结构施工的
重点。 此次提升的主桁梁高8米、
跨度48米、重量达660吨，为保证
桁架提升就位后能与钢柱精准对
接，要求桁架最终拼装成型后的
整体误差控制在3毫米以内，这
对构件的加工和拼装精度、 高材
质超厚板焊接变形的控制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为此中建钢构项目

部编制了详细的加工和拼装焊接
方案， 为桁架的顺利提升提供了
技术保障。

目前， 来自中建钢构项目部
的120位工人正在紧密施工中，按
照计划， 欢乐雪域钢屋盖将在明
年5月底时建造完成。

湖南湘江新区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总裁蒋正良介绍，作为
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核心部分的湘
江欢乐城预计将于2019年年中
全部建成开业。

■记者 叶子君 通讯员 张马良

本报12月27日讯 在一间
全封闭的房间里， 对着假人拳
打脚踢， 怒吼着发泄愤怒……
这种情绪宣泄室，不仅出现在各
地校园里，一些企业和社会活动
中心也有引进。 长沙岳麓区一
家心理咨询机构就设有这样的
情绪宣泄室， 今日三湘都市报
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情绪宣泄室生意冷清

“啊！欠我的钱，给我还回
来，还我的钱……”戴上拳击手
套， 市民郝女士怒吼着挥拳击
打充气假人， 随后用手压破气
球。郝女士说，工作压力太大，
一时无法排解，经过咨询师的引
导，来此拳击解压。“把心里的不
爽释放出来，心情好多了。”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这间情
绪宣泄室看到， 房间以蓝色调
为主，墙壁四周设有软垫，用作
隔音和保护， 中央竖立着两个
160厘米高的充气假人，像两个
不倒翁， 房间里还放置了不少
气球。 墙边堆放着近20个卡通
人面头套，可以套在假人头上，
还可以根据来访者意愿， 定制
“假想敌”头套。

“将不好的事情想象成为
卡通人物，用力击打，达到情绪
宣泄的作用。”心理咨询机构负

责人张青介绍， 经过专业心理
老师判断可以通过宣泄解压的
来访者， 便可到情绪宣泄室把
负面情绪释放出来， 再在特定
情景里， 配上音乐进行心理引
导。“目前来说，来这里的人员并
不多，单次体验在90元左右。”

多种方式可释放情绪

暴力发泄会不会刺激发泄
者心底的暴力倾向？

一些社会工作者旗帜鲜明
地表示， 这种暴力宣泄不宜提
倡。到宣泄室里找假人“施暴”，
固然缓解了一时压力，但长此以
往，很容易养成任性、霸道的不
良性格，反而不利于心理健康。

“到底有多大作用， 不好
说。”湖南省脑科医院精神科主
任医师蔡溢介绍， 这类发泄方
式为不良情绪提供一个出口，
达到心理放松和减压作用。“但
是对那些已达到病态心理的患
者用处不大，建议这类患者到正
规医院咨询专业心理医生，进行
规范的心理疏导和治疗。”

医生建议， 心理减压的方
法多种多样，可以通过运动、旅
游等健康生活方式来减压、放
松，同时，也可以通过沟通、倾
诉或是寻求办法处理。

■见习记者 杨洁规

本报12月27日讯 浏阳
市委市政府今日发布“专业
英才千人计划”，未来三年预
计引进各类人才15万名，精
准引进专业人才1000名。同
时宣布推出了10条具体优化
人才发展服务的举措。 浏阳
市委副书记、 市长吴新伟介
绍， 浏阳发放的各类人才补
贴总额将达到10亿元以上。

1000个专业英才名额，
包括700名园企急需的领军
型、创新型、技能型、管理型

专业英才和300名教育卫生、城
乡规划、农林水利、安全环保、
文化宣传等紧缺型机关事业单
位专业英才。 浏阳将投入逾10
亿元用于奖励人才、扶持发展、
优化环境、提升服务。同时，为
解决人才最为关心的住房问
题， 浏阳加快推进人才公寓建
设， 支持园区通过购买形式筹
集公共租赁住房， 目前已建成
人才公寓2万平方米，未来三年
将继续建设人才公寓5万平方
米。 ■记者 李成辉

本报12月27日讯 “因为
是‘师徒关系’，所以不能享受
工伤待遇？”常德小伙小徐觉得
作为劳动者的正当权益被剥夺。
今天， 记者从常德临澧县劳动人
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获悉， 该委员
会裁定申请人小徐和被申请人用
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2015年4月，申请人小徐被
临澧县某电脑经营部招聘，从
事电脑维修工作， 双方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 约定每月基本
工资2000元加提成。工作期间，
小徐录入为正式职员， 接受工
作上的正常管理。2017年3月9
日下午， 小徐在经营部工作时
受伤， 后被送至医院住院治疗
16天。 在此期间， 经营部仅支
付了小徐住院治疗的医药费。
为此， 小徐向劳动仲裁委员会
提出申请， 请求依法确认自己
与经营部的事实劳动关系，要
求经营部承担工伤赔偿责任。

临澧县仲裁委调查期间，
经营部负责人辩称碍于人情，
收小徐为徒，在店里，二人一直
以师徒相称。依据《关于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 规定：“个体工匠与帮
工、 学徒之间的纠纷不属于劳
动争议。”

临澧县仲裁委认为：《解
释》中所说的个体工匠与学徒，
是指传统手工业师傅带徒弟模
式，一般没有工商注册登记。该
案中的被申请人是经工商注册
登记的合法个体工商户， 是适
格的用工主体单位。 申请人与
被申请人经营者虽以师徒相
称， 但申请人也为被申请人提
供了正常劳动。 被申请人亦按
月给申请人发放了一定的劳动
报酬，并进行考勤管理。双方的
情形符合《关于确立劳动关系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规定，是法
律关系明确的劳动关系。

随后， 临澧县仲裁委做出
非终局裁决， 裁定申请人与被
申请人之间自2015年4月1日
起存在劳动关系 。2017年 10
月， 申请人小徐向临澧县工伤
保险处提出了工伤认定申请。

■记者 王智芳
通讯员 陈金华 何建华 王云海

暴力难解压，长沙情绪宣泄室遇冷
医生建议，可通过运动、旅游、倾诉等方式释放情绪

“师徒关系”不能成工伤赔偿挡箭牌

12月27日， 重达660吨的巨型桁架在4个350吨液压千斤顶的拉引下同步缓慢提升， 标志着世界最大室内
冰雪乐园———欢乐雪域钢结构进入全面施工阶段。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宁翰 摄

欢乐雪域进入钢结构屋盖施工

机关事业单位、 园区专业英
才（落户浏阳并首次购房），博士
或正高职称英才一次性补贴6万
元， 硕士或副高或注册类职业资
格英才3万元， 全日制本科生1万
元。 企业专业英才根据长沙人才
新政相关政策执行。

浏阳市计划3年引进千名专业英才
投入逾10亿元招贤纳士

政策

提供租房和生活补贴
机关事业单位、 园区专业类

英才，博士或正高职称10万元/年，
全日制硕士或副高或注册类职业
资格3万元/年， 本科生1万元/年。
其他新引进机关事业单位、园
区英才， 在单位未提供住房的
情况下， 参加工作三年内享受
6000元/年的补贴。

企业专业英才， 按长沙人才
新政相关政策享受补贴。博士1.5
万元/年，硕士1万元/年，本科生
0.6万元/年，新进企业博士后工作
站的博士后科研人员10万元/年，
归国留学博士10万元/年。

可享受购房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