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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30日

第 2018174期 开奖号码: 8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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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
1235
0

1040
346
173

1122160
42731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日
第 2018175期 开奖号码: 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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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3
882
0

1040
346
173

2062320
305172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日 第 201807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9 22 13
下期奖池 ： 77403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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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07 12 蓝球: 11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20
1906
83702

1497736

10909744

17
4
44

2681
50655

377868

0
1721168
3000
200
10

5

5972248

本报7月1日讯 6月29日，中
联重科在长召开2017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23项议案，其中
包括“在公司经营范围中增加高
空作业机械”。 记者从会上获悉，
中联重科将全面推进高空作业机
械设备生产制造。

受基建投资增长、环保升级、
设备更新换代等影响， 工程机械
行业于2017年迎来了新的景气
周期。受此影响，中联重科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232.73亿元， 同比
增长16.2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13.32亿元，同比大增242.65%。
与此同时， 中联重科向新兴板块发
力， 快速推进研发试制全新一代挖
掘机、高空作业机械产品等产品。中
联重科高空作业机械设备制造相关
负责人称， 高空作业机械设备覆盖
建筑、园林、广告等行业，是一种渗
透率非常高且受行业周期影响小的
产品。 ■记者 潘显璇

本报7月1日讯 昨日，由
汨罗国际广场举办的“友阿聚
万商，共赢创未来”全球招商大
会在汨罗市举行。

活动现场， 汨罗国际广场
与华融湘江银行、 湖南汨罗农
村商业银行等多家银行举行战
略合作签约仪式， 以及其作为
重要中间平台为上游厂商、下
游经销商牵线搭桥的三方签约
仪式。据了解，未来，多家银行
将为入驻商户量身提供全方位
金融服务， 解决商户运营资金
问题。

此外， 汨罗国际广场创建
了全产业链式运营模式， 从金
融、仓储物流、电商、宣传推广
等多方面全方位为商家保驾护
航。如联合友阿金融、银行，通
过消费贷、经营贷等贷款，为商
家提供金融服务； 建立仓储物
流平台， 采用最新的统仓统配
物流技术， 降低物流成本50%
以上； 推进0门槛电商服务，打
通线上线下；项目牵头，成立千
万专属基金， 不定期为商家做
大型宣传推广活动。

■记者 陈柯妤

本报7月1日讯 今天， 记者
从广铁集团获悉， 怀化成为中欧
班列朋友圈的新成员， 并打通了
武陵山、 大西南片区乃至东盟地
区联通欧洲腹地的快速通道。

6月29日上午，在一声嘹亮的
汽笛长鸣声中， 由怀化驶往白俄
罗斯明斯克的中欧班列徐徐开出
怀化西站。据悉，此次由怀化始发
的中欧班列共搭载41个40英尺集
装箱， 主要货物品类有特色农产
品、皮革箱包、服装鞋帽、汽车零部
件等。这是一趟环欧专列，途经20
余个欧洲发达国家。 班列经满洲
里口岸出境， 全程运行11155公
里， 预计15天后最终抵达白俄罗
斯明斯克科里亚季奇站， 货物从
怀化搭载班列运输， 较江海联运

或陆海联运等传统运输模式时间节
约30天以上，为武陵山片区、大西南
地区乃至东盟地区的电子产品、特
色农产品、皮革箱包、服装鞋帽、汽
车零部件等产品出口至俄罗斯等欧
洲国家提供了新的便捷通道。 班列
计划6—8月按每10天1列试运行，9
月起实现每周1列运行常态化。

据广铁集团介绍， 继东莞、广
州、长沙、深圳后，怀化是广铁管内
开行中欧班列的第五个城市。 目前
广铁开行的中欧班列已通达欧洲
21个城市，开行总数突破700列。据
介绍，怀化市将通过中欧班列完成6
月19日与俄罗斯签订的农产品订
单， 每年为俄罗斯提供3亿元包括
西红柿在内的优质农产品。

■记者 和婷婷

湖南平安人寿启动“千城万区”公益行动 向乡村少年输送图书

千城万区共扶智 幕天捐书送未来
涓涓细流汇成爱心大海，

据了解，2017年年初启动的“幕
天捐书”公益项目，正不断为乡
村少年寄送好书，截至2018年5
月31日，已寄送1121381本书籍
至全国29个省份的792所乡村
学校，已帮扶261422位学生。

今年， 平安人寿幕天捐书
活动将结合平安客服节的优质
资源， 号召广大平安保险代理
人走进湖南各市州的社区，全
面开展幕天捐书公益筹书行
动，同时加入以“读家生活·平
安相伴” 为主题的客服节系列
活动，如：少年儿童平安行动、
少年读书说、平安健康行等，通
过“读好书、讲好书、捐好书”助
力青少年身心成长， 让公益和
服务触手可及，传递爱与责任。
据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活动相
关负责人介绍， 本次公益活动
预计筹集图书超三十万册，用
于搭建幕天公益乡村图书角，
助力乡村少年成长。

为给乡村少年提供适合阅
读的正版健康书籍， 平安人寿
湖南分公司倡议广大爱心人士
捐赠汉语字典、成语字典、英汉
字典等工具类书籍， 童话、识
字、儿童绘本等启蒙类读物，以
及名著、 人文类或科学类八成
新以上的无缺损无涂鸦书籍。

“千城万区”公益行动通过捐
书和共读，在城乡同步推广阅读，
旨在通过书籍为乡村少年传道解
惑，促进其精神成长，是平安人寿
阅读公益理念的一次全面升级。
作为一家保险企业， 平安人寿的
百万代理人网络遍布全国， 旗下
金管家APP更拥有亿级用户，通
过线上线下的这些渠道和资源，
可以精准筹集大量好书， 再通过
与幕天公益密切合作， 挖掘乡村
学校个性化需求，精准捐书。

平安人寿二元事业群总经理
赵福俊在活动致辞中表示，作为一
家以“最受尊敬”为愿景的企业，平
安人寿一直以来都是教育公益的

先行者和国家精准扶贫的践行者。时
值平安成立三十周年之际，通过开展
幕天捐书“千城万区”系列活动，号召更
多的爱心人士与平安人寿一起捐书扶
智扶志、传递爱心、“书送”未来。

活动当天， 很多市民纷纷到橘
子洲喷泉广场参加活动， 现场的捐
书处排起长队，热闹非凡，不少家长
也带着孩子来参与捐书、献出爱心，
现场各种与书有关的互动活动，让
整个橘子洲“书香”洋溢，短短数小
时的活动， 参与公益人数就超过千
人，收到捐献书籍超5000本，并在
现场捐赠给了郴州桂东寨前平安希
望小学，同时，还向希望小学捐赠了
近万元的学习用品。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
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就
业， 许多孩子成为留守儿
童。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
院发布的《留守儿童调查
报告》显示，中国农村现存
留守儿童（16岁以下）总量
在5000万以上。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
客观事实是， 在这些数千
万的留守儿童身上， 家长
的阅读陪伴极其困难，无
力为孩子阅读提供相应的
家庭支撑，这样的家庭，也
往往难以飘起“书香”。

有时， 一个小小的帮
助，或许就能帮助他们走过
困境。在国家精准扶贫和乡
村文化振兴的大背景下，今
年初，平安集团启动“三村
建设工程”， 投入100亿元，
面向“村官”“村医”“村教”
方向，开展产业、健康、教育
扶贫。一直致力于阅读公益
的平安人寿启动“千城万区
公益行动”， 走进社区为乡
村少年募集千万册图书，以
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助
推中国平安“三村建设工
程”的落地。

汨罗国际广场创建
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怀化成为中欧班列“朋友圈”新成员
打通武陵山联通欧洲腹地快速通道，相对海运节省时间30天以上

中联重科发力高空作业机械设备领域

随着互联网购书渠道的畅通， 阅读变得触手
可及，然而对于广大乡村少年儿童而言，现在仍面
临缺书读的窘境。 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单位联合发
布的首个针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的乡村儿童阅读报
告显示， 高达74%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课
外读物不足10本。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当下，许多企业投
身到关注乡村儿童阅读问题的浪潮中， 平安人寿
正是其中的引领者之一。6月30日上午， 在中国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指导下， 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
在长沙橘子洲喷泉广场举办2018年幕天捐书“千
城万区”公益行动暨23届客户服务节启动仪式，号
召广大平安保险代理人走进社区， 为乡村少年筹
集千万册图书，助力精准扶贫。

■通讯员 汤琼 记者 潘海涛

乡村家庭难飘书香
平安人寿启动千城万区公益行动

千城万区公益行动落地湖南，捐书公益邀您参与

用阅读连接城乡少年
让公益和服务触手可及

6月30日，平安人寿湖南分公司在长沙橘子洲喷泉广场举办2018年幕
天捐书“千城万区”公益行动。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