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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3日 第 201805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4 02 01
奖池累计金额 ： 96942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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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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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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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1637
79189

1377247

9164927

7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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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0
55492

324933

0
141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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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10

5

736098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5月 3日
第 2018116期 开奖号码: 0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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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480
0

1040
346
173

298480
16608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每一个转变的背后都有一
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目睹了
2008年的那场冰灾给湖南电网
造成的巨大损失和长时间停电
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的影响，他
萌发了改变科研方向的想法，决
心把解决电网防灾减灾技术难
题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

2010年是徐勋建初来乍到
的第一年，作为一名新人他被分
在了灾害预测班，而当时的电网
覆冰预测模型需要大量的现场
数据验证才能投入业务运行。为
了收集第一手资料，需要奔波在
湖南地形最复杂、气候最寒冷的
地区。就这样，徐勋建来到了当
年冰情最严重的郴州，担负起了
阳明山片区的监测任务。

2010年12月， 郴州电网全
面进入防冻融冰警戒期， 徐勋
建和同事要前往阳明山最高的
山峰进行铁塔覆冰数据采集，
而上山的路要经过一个只能容
下一脚宽的悬崖， 看着同事们
侧身抓着岩壁上的石疙瘩，脚
下薄冰掉下百米深的悬崖，第
一次经历这样场景的徐勋建心
里很害怕， 但他还是咬牙克服
恐惧走了过去。

一线的洗礼让徐勋建告别
了书生的青涩， 逐渐成长为一名
“久经沙场”的科研骨干。“当时电
网灾害预测主要依靠气象预报员
根据天气形势图和自身经验进
行，难以准确定量，且需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 徐勋建至今仍记得，
为了攻克电网覆冰数值预报技
术， 气象专业零基础的他艰难啃
读着气象专业课本时的场景。徐
勋建印象最深的就是自己把中国
的气象机构、 林业部门等几乎都
跑了个遍， 终于成功开发了覆冰
预测系统。

本报5月2日讯 老旧电
梯多少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出事故的类型有很多种：踩
空、被关、被夹等，在事故发生
前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征兆，
这些征兆表现在上下不稳、左
摇右晃，怎样利用这些征兆做
到提前预警、 防患于未然？长
沙市芙蓉区育才学校小学四
年级小创客钟启铭和钟启睿
在发现电梯故障的共同特征
后，发明了多电梯平稳性监控
系统，服务于老旧电梯，获得
第39届湖南省青少年创新大
赛金奖和格科微科技创新专
项大奖，并被选送代表我省参
加8月份在重庆举行的全国
青少年创新大赛。

小创客为电梯开药方

去年的某天， 这对10岁
的双胞胎兄弟在去华侨大厦
吃饭坐电梯的过程中， 发现
电梯非常的晃动， 有没有某
种装置能预知电梯是否安
全？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兄
弟俩共做出了四代产品。

最开始的第一代产品灵
感来源于张衡的地动仪，利
用了重力检测原理， 并根据
单位时间计算摇晃次数，摇
晃次数越多就越危险， 喇叭
会发出报警， 相应警示灯也
会闪烁。 在之后各方面实验
和完善中， 他们相继推出第
二代、第三代产品。

第四代产品是未来版
本，与手机APP连接，让装了
APP的用户提前知道电梯是

否安全。采用八六盒，更加小
巧， 通过盒上的LED指示灯
闪烁判断电梯征兆， 在不同
程度下发出红黄绿三种颜色
指示灯，绿色代表安全，黄色
代表警告，红色代表很危险。
当乘客走进电梯时， 看到绿
灯， 可放心进入； 若看到黄
灯，请慎重选择；若看到红灯
则不可进入。 在红灯或黄灯
时， 会分别发出“电梯很危
险， 不建议乘坐， 请尽快撤
离”“电梯可能出故障了，请
小心”等语音提示。

多观察生活，勤动脑

记者了解到， 双胞胎兄
弟每天早早完成家庭作业
后， 就开始钻研科技创新这
一块。在有分歧的时候，相互
比较优缺点， 看看谁更有说
服力。

对科技创新的热忱也源
于家中父母对他们的支持。
爸爸是做编程的， 会跟儿子
一起探讨发明创造的可行
性， 走访大街小巷买制作所
需的材料。相对于报补习班，
父母更加注重对孩子思维能
力和观察力的培养， 鼓励儿
子们在生活中寻找更多的创
新灵感。

长沙市育才小学科技老
师罗洪波介绍， 学校开设了
相关的科学活动课程， 通过
校本内容小创客， 结合学校
的作品， 对他们进行科技创
新的指导。

■记者 刘镇东 管婷

科研路上有我的诗和远方
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中心徐勋建和他的“科研梦”

5月1日，在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
灾中心气象监控室的监控台前， 几个
青年小伙子正聚精会神地盯着监控屏
幕。 站在中间稍显年长的小伙不时地

在预警电子地图上比划着。他叫徐勋建，是国网湖南电力防灾减灾
中心预测预警中心的主任， 今天已是徐勋建连续蹲守气象监测室
的第6天。8年来， 在每个可能因天气引发电网灾情的特殊时期，他
一直在默默守护着电网安全。 ■记者 刘璋景 通讯员 谢家威

“郴州有人中了820万！”
“衡阳又中了 2注 555万！”
……湖南福彩双色球大奖层
出不穷，今年以来全省已收获
双色球一等奖12注。 看了这
么多人中奖， 你有没有心动
呢？不买福彩不知道，好运永
远在路上，说不定哪天就会来
敲你的门。下面让我们来盘点
一下那些被双色球头奖眷顾
的湖南彩民们吧。

截至2018047期，今年我
省已斩获12注双色球一等奖。
中奖福地主要集中在衡阳、长
沙、郴州、湘西四地，具体中奖
为衡阳5注，长沙4注，郴州2注，
湘西1注，单注奖金最高为880
万余元。 诞生了两位千万富
翁：长沙的胡先生在2018018
期收获2注双色球头奖， 奖金
1276万余元；衡阳的罗先生凭
借一张2倍“6+3”复式票一举
斩获1114万余元大奖。

2011年3月17日，株洲彩
民 刘 先 生 在 双 色 球 第
2011030期开奖中独中10注
一等奖，收获奖金5521万元，
成为湖南的“福彩王”。据悉，
刘先生当期的中奖号码已守
了十多期，他说守号有点以逸

待劳的味道，“敌动你不动”。
他说：“守号守到你觉得烦、感
觉出号希望渺茫时，时机差不
多就到了，但往往很多人这时
就放弃了， 而我是那种耐得
烦、霸得蛮的。”

双色球自2003年2月16
日在我省上市以来，以其“大
奖大、小奖多、超大奖池”等特
点吸引了全省彩民的眼球。历
经数年成长，我省彩民队伍日
益壮大，热情日益高涨，投注
技巧也更加成熟，双色球销量
稳步提升， 奖池积累速度加
快，大奖也越来越多，奖金也
越来越高。从2003年1注一等
奖，到2017年53注，再到今年
前四个月已中出12注， 双色
球上市15年来， 产生了数百
位百万富翁、 数十位千万富
翁。 对于无数喜爱双色球的
彩民而言，他们相信：奇迹尽
在眼前，梦想不再遥远。

■刘菲 经济信息

别说梦想太遥远，奇迹尽在双色球

10岁双胞胎创小发明防电梯“吃人”
三种指示灯鉴别老旧电梯安危 该产品获全省青少年创新大赛金奖

哥哥钟启睿（左）弟弟钟启铭，获得第39届湖南省青少年创新大赛金奖和格科微科技创新专项大奖。 记者 刘镇东摄

徐勋建只身一人漂洋过海来
到日本攻读博士学位。 在海外那
段岁月中， 徐勋建更加专注实验
室里的钻研。凭着不懈的努力，当
时年仅25岁的徐勋建就已成为了
当时研究学者中的佼佼者， 他不
仅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所有专业
学科， 还独立开发了分布式光纤
传感器。然而，命运却再次考验了
徐勋建，在准备申请专利时，他却
被告知不能署名， 由于该项目专

利属于高精尖技术， 如果所有权
人为中国人， 将影响申报的研究
项目经费资助。

为了顺利完成项目研究，他
只能放弃了该项技术的专利所有
权。博士毕业后，面对导师的极力
挽留和助理教授职位、 高薪收入
的诱惑，徐勋建不为所动，毅然选
择回到自己魂牵梦绕的祖国，在
他的心中，那颗中国心、那个中国
梦才更值得他追随。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改变科研方向
为电网防灾减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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