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车株机公司城轨车辆厂房。 通讯员 摄

福彩双色球， 一个不断制造惊
喜、 制造快乐的彩票游戏。 这不，
2018年4月8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8039期开奖，开出红球号码：08、
12、18、19、23、32， 开出蓝球：03，我
省郴州市协作路特产大厦后面
43059971号福彩投注站喜中一注头
奖，奖金高达820万余元。近日，中奖
者钟先生在家人的陪伴下，现身省福
彩中心，领取了这份意外收获。

钟先生一看就是个年轻“满
哥”， 年纪虽轻， 却也有6年的彩龄
了， 他说当初是因为好奇而走进福
彩投注站的，听了老板的介绍，开始
买双色球，并暗下决心，准备每期不
落，坚持购买10年，如果还没有中过
一等奖，就放弃。现在说起来，钟先
生觉得当时的自己挺幼稚的。 但他
却真的坚持每期双色球游戏花6元
机选3注号码，至今已是第6个年头。

说起购彩当天，钟先生至今仍在
回味，觉得中奖真是上天的眷顾。4月

6日下班后， 钟先生途经郴州市
43059971号福彩投注站， 想着周日有
期双色球要开奖，本着早买早安心的想
法去买彩票，业主点了机选3注号码，奇
怪的是3注号码的蓝球都是3，凭着多年
的经验， 业主询问钟先生：“你看看这3
注行不？蓝球都是3，要不要换一下？”钟
先生很无所谓地说：“就这3注吧！”当晚
开奖，蓝球正是03，没想到钟先生的不
按常理出牌，不
仅为自己带来
了一注一等奖，
还中了一注五
等奖和一注六
等奖。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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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蔓发，春山可望。
在高质量发展的潇湘图景里， 一片浓郁的芬芳已

从工业重镇、动力之都株洲散发出来。
这里正在经历中国工业之城最为激烈的嬗变：5年

关停1300多家企业，淘汰旧动能；培育“中国动力谷”，
保持较快发展；整体高质量脱贫，同步全面小康……

“一边手术，一边跑步。”日前，株洲市委书记毛腾
飞在接受中央、省级媒体集中采访时，如此形象地比喻
株洲近年的发展状态。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作为
“火车拖来的城市”，株洲的“火车头”如今正奔跑在高
质量发展的轨道上。

■记者 李永亮

株洲“火车头”迈上高质量发展轨道
曾经是污染源的老工业区将打造成“迪士尼” 三大动力产业成为株洲新动能

6元机选+6年坚持=820万元

本报4月19日讯 今日，湖南省
福彩中心与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在
长沙举办银行渠道代理销售福利彩
票业务启动仪式， 这意味着我省首
次在银行自助终端实现了福利彩票
投注， 彩民朋友可在省内的任意一
家农行网点自助服务终端自助购买
福彩双色球和3D产品。

湖南省民政厅党组书记、 厅长
唐白玉，农行湖南省分行党委书记、
行长陶伟梁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

如何在农业银行自助终端上购
买福利彩票，记者体验后发现整个操
作过程十分简便。 把农行卡插进机
器， 点击屏幕上的选项就可以进入。
若首次用农行卡在自助终端上进行
投注， 则需先进行自助签约操作，开
通福利彩票投注功能。目前银行自助
终端已开通双色球和3D游戏玩法，
有多期定投和当期投注两种模式供
彩民选择，多期定投是指选择固定号
码和注数的连续若干期的投注（分一
年153期和半年75期两档）； 当期投
注是指只选择即将开奖一期的投注。

投注号码既可以机选也可以自选。
据悉，湖南福彩已有30多年发展

历史，是“凝聚爱心、广施善举”的重
要公益载体，截至2017年底，累计销
售620.7亿元，筹集公益金183.2亿元，
资助各类福利公益项目2.7万余个，上
交国家税收11亿多元， 解决了2.5万
余人的就业问题。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李嘉 游慧

彩民可在农银自助终端购买福利彩票

延伸阅读

株洲狭长的地理环
境决定了其南北发展差
距大， 小康实现的程度
不一的现状。 而高质量
发展必然要实现区域的
均衡发展。

仍然徘徊在贫困线
之下的群众， 牵动着株
洲市委、市政府的心。一
场全面脱贫攻坚战在株
洲迅即打响。

株洲市委、 市政府
及时下发了《关于坚决
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实施
意见》，40多个与脱贫攻
坚密切相关的文件密集
出台。 这些文件细致而
缜密， 精准指出了脱贫
攻坚的现实路径。

2万多名干部被派
往广袤的农村， 开展驻
村帮扶和结对帮扶。两
年来， 株洲市完成异地
扶贫搬迁4202户13434
人、 土坯房改造2.93万
户 ， 共减少贫困人口
13.76万人， 贫困发生率
由5.95%下降到1.30%，
166个贫困村全部退出，
社会扶贫“三个一”模式
受到国务院表彰。目前，
茶陵、 炎陵两个片区贫
困县已顺利通过省验
收，今年5月将迎接国家
验收。

另一个好消息振奋
人心：2017年， 株洲市
全面小康实现程度连
续第 4年稳居全省第
二，人均GDP突破1万美
元关口。

“株洲有望告别几
千年的绝对贫困， 实现
整体高质量脱贫并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毛
腾飞高兴地告诉记者。

目前，中车株洲电力机车
公司牵头自主研制的“2.0版”
快速磁浮列车正在紧张的试
制组装， 有望今年年中下线。
相比此前的长沙磁浮快线列
车，“2.0版” 快速磁浮列车更
快、更轻、载客量更大。

这是株洲产业迭代升级
的一个缩影。淘汰落后产能的
同时， 株洲极力培育新动能，
推动新旧动能的有序转换、接
续，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

株洲集轨道交通、航空、新
能源汽车三大动力产业于一
体， 且技术水平市场份额均在
全国领先。 在此背景下，2013
年，该市提出打造中国动力谷，
通过集群发展、创新驱动，让优
势产业快速释放新潜力。

去年， 三大动力产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2207亿元，比
上年增长11.3%，占全市规模
工业总产值的70%； 其中，电
力机车产品所占市场份额居
全球第一，中小航空发动机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90%以上，自
主品牌混合动力公交车市场
占有率居全国第一。

除此之外，以动力产业为
基础，株洲目前正大力发展电
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
医药、节能环保五大新兴产业
以及陶瓷、服饰两大传统优势
产业，形成“3+5+2”的清晰发
展思路。

目前，株洲这座老工业城
市彻底改变了过去以化工、冶
炼、 建材为主的传统产业格
局，株洲制造被誉为“中国制
造浮现新版图”的重要力量。

迭代升级
新产业集群动力强劲

攻坚脱贫
工业新城均衡发展

由株洲石峰大桥过河
东， 左边有一块已经平整了
的土地。 地面上的机械零部
件以及远处尚未拆除的高炉
诉说着一个大型工厂曾经的
辉煌。

事实确实如此， 一年之
前，这里还竖着“株洲钢铁有
限公司”的牌子。这个有着60
年历史的企业前身为株洲钢
铁厂， 上个世纪90年代曾走
到鼎峰， 成为清水塘老工业
区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清水塘老工业区曾是亚
洲最大的有色金属冶炼基
地、株洲工业的“顶梁柱”，在
这个总面积15平方公里的区
域内， 聚集了株冶、 株化等
260多家企业，历史最高年份
工业总产值超400亿元，60多
年向国家累计上交利税500
多亿元。

但是，高耗能、高污染的
重化工产业，也使清水塘成为
株洲最大的污染源。2013年，
株洲市毅然决定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彻底治理清水塘。“当
时， 一些老干部还很担忧，说
这是伤筋动骨的大事。” 毛腾
飞说，经过分析研究，清水塘
搬迁改造需安置近3万名职
工、改造1.2万余户3万多居民

的棚户区、 投入数百亿元资
金，工作难度超乎想象。但株
洲市的决策层最终认为，“清
水塘老工业区如果不进行变
迁改造，株洲实现高质量发展
就会是一句空话。”

2017年，在市委书记、市
长挂帅的指挥部统一调度
下，市区两级200余名专职干
部进驻清水塘， 清水塘老工
业区搬迁改造指挥部就设在
株洲钢铁有限公司厂区内。
一年内，147家企业被关停。
按照计划，仅剩的6家企业将
于今年底全部关停。

株洲用伤筋动骨的方式
推动了清水塘的脱胎换骨。目
前，清水塘工业文化、休闲娱
乐、科创展示、旅游地产4大产
业已进入全面规划和前期建
设。其中，体验式商业街、影视
文化中心、 创意工坊等项目，
将以虚拟现实、 情景体验、影
视动漫、 旅游休闲等形式，打
造中国工业版“迪士尼”。

清水塘的搬迁改造还给
株洲带来了更高质量的软环
境。2017年，株洲市区水质由
劣Ⅲ类上升为Ⅱ类， 市区空
气质量优良天数比2013年增
加了2个多月。原来的污染城
市一转身已是碧水蓝天。

脱胎换骨
老工业区将变身“迪士尼”1

2

3

亮点一：投注方便灵活。农行湖南
省分行现有883个营业网点、4000多台
自助设备开通此项业务，从06：00至19：
00均可购买；可一次定投半年/一年，无
需多次往返，不怕错过购买时机。

亮点二：兑奖方便。彩民购买的彩
票中奖， 凡单注中奖奖金在壹万元以
下（不含壹万元）的，将自动返还至彩
民指定的银行借记卡，避免错过兑奖。

亮点三：购彩无纸化更绿色环保。

自助终端买福彩三大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