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省福彩中心根据前期
各市州福彩中心汇总上来的“百
万戌狗闹新春， 豪礼金条送不
停”活动中喜中10克足金金条的
情况，委托申通快递，向长沙、怀
化、湘潭、张家界、岳阳、常德等地
的幸运彩民，以保价方式邮寄出
了13根金条，这13位幸运者成为
了我省首批收到金条的彩民。

2月1日， 福彩刮刮乐2018
贺岁版生肖票“戊戌狗-福禄寿
喜”在我省上市销售。“百万戌狗
闹新春，豪礼金条送不停”礼馈
活动同步启动。“戊戌狗-福禄寿
喜”即开票面值20元，最高奖金
100万元。 “戊戌狗-福禄寿喜”
彩票主要采用两同图的玩法，简
单、易上手。此外“狗”图符即中
玩法， 为游戏增添更多乐趣。具
体为：刮开覆盖膜，如果在同一
局游戏中刮出两个相同的图符，

即可获得该局游戏下方所对应
的奖金； 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
中、刮出一个“ ”图符，即可
获得该局游戏下方所对应的奖
金。共有12局游戏，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目前“百万戌狗闹新春，豪
礼金条送不停”礼馈活动仍在进
行中，并将持续至6月30日。若在
“戊戌狗-福禄寿喜”彩票中刮出
“ ”特殊奖符，即可中得10g
足金金条一根。

此外，福彩刮刮乐生肖系列
票10元面值的“戊戌狗-旺旺
年”和5元面值的“戊戌狗-金狗
银狗”已登陆湖湘大地，除了诱
人的25万元和10万元头奖，各
市州福彩中心还针对业主、彩民
推出了形式多样、内容新颖的营
销活动，具体详情可咨询各福彩
投注站。 ■木子 经济信息

“百万戌狗闹新春，豪礼金条送不停”
活动火热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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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8日讯 猪肉
占中国肉类消费的 63% ，
但生猪在养殖过程中滥用
抗生素， 被人体直接或间
接吸收后可产生耐药性 ，
这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
胁。

如何吃到没有抗生素
残留的猪肉，一直为市民所
关心。今日，一种“无抗”的
生态猪肉在长沙悄然上市。
9时许， 记者来到位于四方
坪、于当日开业的“无抗”猪
肉门店，发现这里的每一块
猪肉上都带有一块印有二
维码的吊牌———“身份证”。
扫码后， 这块肉的档案信息
便全部出现在屏幕上， 无抗
腿肉、 四方坪1店、 每500克
18.33元，种猪基地、养殖周
期、责任人、用料、动保、出
栏、屠宰、门店等信息也都呈
现。

“早上7点开店到现在，
已经卖了450多斤。” 门店负
责人罗库华说，“无抗猪”食
用的是不含抗生素的“无抗
饲料”（玉米、稻谷、糟糠等），
因为没有抗生素， 猪肉的肉
质较嫩。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 对食品安全要求越来
越高， 无抗猪肉有很大的发
展前景和空间。”长沙市农委
科技教育处处长夏礼明介
绍， 无抗猪肉养殖过程实行
全程可追溯质量安全保障体
系， 确保猪肉质量安全和可
追溯，因相对成本较高，其售
价要高于普 通 猪肉 30 －
40％。

■记者 李成辉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龙山县， 只要一提起张国强，很
多人就会想到“张国强共产党员
服务队”。“家里灯不亮， 就找张
国强。”有关他的顺口溜，更是很
好地诠释了这位电力系统先进
模范。3月5日，第55个“学雷锋纪
念日”，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
司传出喜讯：中宣部命名第四批
50名全国岗位学雷锋标兵，国网
龙山县供电公司配电运检班班
长张国强获此殊荣。

这位45岁的湘西汉子，工作
22年来组织完成各类维修、抢修
任务3700余次，3次在抢险过程
中与死神擦肩而过，为公司降损
增效价值2400多万元， 被当地
土家人称为“电雷锋”。

龙山县地处武陵山腹地，自

然条件差，经济落后。张国强常
说：“经济落后，供电服务不能落
后”。为减轻95598的压力，在他
的要求下，公司在发出的每张电
费通知单上，都印上了他的手机
号码， 而他的手机也成了“热
线”，最多时，一天要接近百个电
话。在张国强身上，备着三块手
机电板，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

2011年， 在张国强的倡导
下，龙山县电力公司成立了以他
命名的共产党员服务队。人员以
配电班和电力110班为依托，服
务内容以故障抢修为基础，以扶
贫济困服务为延伸。先后有29人
加入，其中党员17名。成立7年以
来， 服务队开展扶贫济困服务
600余次，受到社会各界好评。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赵向新

本报3月8日讯 记者从今
日下午召开的长沙城管系统蓝
天保卫战工作推进会上获悉，
即日起， 长沙城管将对扬尘污
染、餐饮油烟、露天烧烤、露天
焚烧垃圾等行为， 进行强力整
治。

月底前完成小餐饮店清查

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局长邓
鹏宇介绍，1月13日全面打响
“蓝天保卫战”以来，城管系统
大力查处渣土扬尘、餐厨油烟、
露天烧烤、 焚烧垃圾等各类违
法行为。 全市组织专项执法行
动6800余次， 整治渣土、 盾构
土、 消纳场突出问题810个，查
处违规渣土运输车辆2716辆，
关停违规渣土工地73个， 整治
露天烧烤5382起、 餐饮油烟夜
市4726起、露天焚烧垃圾2348
起。其中，查处两起渣土扬尘、
焚烧垃圾典型案件， 各处罚10
万元。

“在深入推进蓝天保卫战
中，我们全面对标排查、逐一梳
理， 发现还存在一些突出难题
急需突破和解决。” 邓鹏宇说
道。

针对餐饮油烟问题， 城管
部门在3月底前，将完成对小餐
饮门店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未使用油烟净化设施违法行为
的清查。由园林、环保部门依法
组织取缔城区公园、 餐饮单位
设置的露天烧烤经营场所，在4
月15日前，为3000家餐饮服务
单位安装油烟净化设施， 并正
常使用， 实现餐饮油烟达标排
放。2020年底前，将完成油烟净

化设施提质改造22万户左右，
实现主城区餐饮服务单位油烟
净化设施安装全覆盖。同时，建
立环保油烟监管平台， 对油烟
定期监测。

今年将进行垃圾分类试点

道路扬尘、 渣土扬尘都将
纳入严格管控， 将严查严管建
筑工地、建筑垃圾处置工地、建
筑垃圾消纳场扬尘污染问题，
对车轮带泥、车身不洁、沿途撒
漏、 乱倾乱倒等造成路面及扬
尘污染的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
处。对于露天烧烤的整治，城管
部门对管理不规范、 硬件不达
标、 扰民问题突出的夜市设置
点，责令停业整改或关停取缔。
4月15日前， 基本杜绝违规夜
市、露天烧烤行为。

邓鹏宇说， 城管部门将加
强全市道路、 社区以及重点区
域（城郊接合部、建筑工地、闲
置地块）巡查，及时发现、及时
交办、及时处置。“对交办、举报
问题确保30分钟内到场处置。”
与此同时，今年，城管部门将深
入推进以街道社区为基本单元
的生活垃圾分类示范片区试
点， 各区县街道试点范围覆盖
面不少于30%， 全市创建成功
示范社区不少于20个， 并率先
在市、区县（市）党政机关等公
共机构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制度。 还将试行装修垃圾分类
处置和资源利用， 以及试行农
贸水果市场果蔬垃圾、 园林绿
化垃圾等易腐有机垃圾集中回
收综合处理。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蒋文凤

长沙城管出“重拳”治污染 在多个公共机构推行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违规夜市、露天烧烤关停进入倒计时

无抗猪肉贵四成
你愿买吗？

本报3月8日讯 今天上午
11时许，旅客陈广源来到长沙火
车站， 发现广场左侧正在举办
2018年长沙市“春风行动”专场
招聘会，他试着投了简历，没想
到顺利和一家家装公司初步达
成了就业意向。“我在外打了十
几年工，今天正准备买票去东莞
打工， 没想到火车站也有招聘
会， 今天找到了离家近的工作，
收入还行呢！”陈广源高兴地说。

湖南地区是中部地区典型

的劳务输出地， 节后各大火车
站是农民工出省务工的出发
地。当日的“春风行动”专场招
聘会由长沙市芙蓉区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与长沙火车站联
合组织， 有45家用工企业汇聚
于此。 他们将招聘就业资料发
到来此候乘的外出务工人员手
中， 以吸引南来北往的旅客驻
足。当天，共有1500多人在家
门口找到了工作。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向芳彬

正准备出省打工
在车站招聘会找到工作

本报3月8日讯“图书论斤
卖，每斤11元起。”长沙市天心
区书院南路某书店的门口，音
响循环播放着广告语， 这也引
起了执法人员的注意。 最终书
店因涉嫌发行非法出版物，被当
场查处。昨日，天心区文化市场
综合执法局联合市、区多部门对
文化市场进行巡查，查处4家违
规出版、印刷单位，其中，一书店
涉嫌发行非法出版物， 另一无

名店铺未经文化部门行政许
可，擅自从事出版物发行业务。
联合执法人员现场收缴了非法
出版物200余册， 责令4家违规
经营场所立即整改到位。

天心区文化市场综合执法
局负责人介绍， 将继续加大对
辖区范围内文化市场的巡查力
度，确保文化市场经营规范，管
理有序。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朱德军

擅自发行出版物？店铺被查处

“家里灯不亮，就找张国强”
“电雷锋”张国强：24小时待命

今年1月以来，长沙城管系统大力查处渣土扬尘等各类违法行为。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