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7月10日讯 荣宝
斋（桂林）2018【长沙】文物艺
术品拍卖将于7月13日、7月
14日在长沙温德姆豪廷大酒
店预展， 并于15日在豪廷举
槌。此次拍卖共有拍品600余
件， 推出中国书画与文玩清
韵两个专场。荣宝斋（桂林）
长沙春拍开拍在即， 这是湖
南拍卖史上第一次如此高规
格和高档次的拍卖会。

据悉，中国书画专场汇集
了古代及近现代著名画家的

经典作品近400件， 将有多件
珍贵精品登场，其中包括齐白
石、黄永玉、李可染、何绍基等
大批名家字画。 此次征集了齐
白石六幅书画作品，其中《双寿
图》、《荷花蜻蜓》等均有大拍记
录和出版著录， 作品题材多样
又具有代表性； 文玩清韵专场
共计210余件拍品， 亦是精品
荟萃，异彩纷呈。既可领略明清
瓷器的雍容气派， 也可以欣赏
到玉器、 佛像等多种品类的艺
术瑰宝。 ■记者 吴岱霞

7月7日， 湖南黄金对深
交所问询函中提及的其他环
保违法等情况进行了全面回
复， 资料显示，2018年上半
年，算上新龙矿业，湖南黄金
共领到3张环保罚单，被处罚
金103万元。

污水外泄遭停产整改

7月2日， 湖南黄金发布
公告称，6月30日， 新邵县环
保局对子公司新龙矿业进行
检查， 发现新龙矿业的污染
防治设施不正常运行， 致使
污水外溢， 责令新龙矿业立
即停产整改。

事发后， 湖南黄金委托
第三方机构对选矿厂雨污分
流系统进行了提质改造，并
对选矿厂管理人员进行了环
保教育，加强内部管理。7月5
日， 整改到位的新龙矿业通
过验收，恢复生产。

3起违法被罚103万元

7月4日， 湖南黄金收到
深交所下发的问询函， 要求

湖南黄金对新龙矿业停业整
改对公司的具体影响、 公司
是否还存在其他环保方面问
题等进行说明。7月7日，湖南
黄金对《问询函》中所提的问
题进行了逐项说明。

湖南黄金披露了今年上
半年被处罚的整体情况，算
上新龙矿业， 湖南黄金共领
到3张环保罚单， 被处罚金
103万元。资料显示，2月5日，
益阳市环保局对子公司安化
渣滓溪矿业进行现场检查，
发现安化渣滓溪矿业存在所
排废水锑排放浓度超标的情
况，作出了罚款100万元的行
政处罚， 并责令整改；5月4
日， 合作市环保局对子公司
甘肃辰州矿产开发有限责任
公司进行了调查， 发现公司
将固体废物在矿区内随意堆
放，未采取任何措施，作出了
罚款3.04万元的行政处罚，
并责令整改。值得注意的是，
安化渣滓溪矿业并不是第一
次领到环保罚单， 在2017年
就因冶炼烟囱外排废气二氧
化硫浓度超标被处罚。

■记者 潘显璇

7月9日， 长沙市民雷蕾
向三湘都市报记者投诉称，今
年3月， 她的丈夫杨涛在长沙
县乐途精品车行汽车公司购
买了一辆本田思域二手车，价
格87500元，6月份时发现车
辆右后翼子板位置有明显的
焊接痕迹。杨涛以商家未尽告
知义务为由提出退车，遭商家
拒绝，特向本报求助。

7月10日，记者就此事展
开了调查。

投诉：8万多元买了事故车

雷蕾告诉记者， 今年3
月， 她和丈夫在中南汽车世
界二手车市场的乐途精品车
行看中了一辆本田思域二手
车，并最终以87500元的价格
成交。

“当时对方并没有说那里
被撞过，焊接过。”雷蕾说，“买
的时候没告知是事故车，不然
我就不会买。”上个月因为家
里购房需要资金， 她打算出

售这辆本田思域， 但验车时却
发现车辆的右后翼子板有明显
的焊接痕迹。

协商：商家74000元回收

雷蕾和丈夫向商家提出退
车，但遭商家拒绝。“从6月上旬
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7月10日，记者陪同雷蕾来
到乐途精品车行。

“这个不属于特、 重大事
故， 而且他们当时是看过了车
的。”乐途精品车行负责人李超
表示， 合同里明确注明了是保
证车辆无水泡、火烧，及无特、
重大事故。

“我同意7万元回收车辆，
但他们要8万。”李超提出，一方
面由于目前属于车市淡季，市
场价格与消费者买车时相比有
波动， 另一方面车辆已经使用
了3个月了，需要折旧。不过在
消费者看来， 商家未尽告知义
务在先， 因此需对消费者所产
生的损失负责。

最后，经记者协调，车行与
雷蕾达成了一致意见， 即车行
以74000元的价格回收车辆，
买方使用车辆时产生的违章须
自己承担。 ■记者 胡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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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7月 10日

第 2018184期 开奖号码: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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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4
0

1493

1040
346
173

981760
0

25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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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 第 2018079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7 15 29
下期奖池 ： 782146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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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 24 14 蓝球: 13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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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733

44442
936505

6613609

2
10
27

2160
38247

256570

0
347163
3000
200
10

5

10000000

7月3日晚双色球2018076期开
奖， 我省彩民喜中2注556万元头奖，
幸运大奖纷纷花落邵阳隆回县桃洪
中路35号43094032站点和邵阳邵东
县火厂坪镇星火路168号43092003
站点。而这两注双色球一等奖均是采
用复式投注，一张是“12+1”复式票，
另外一张是“8+1”票。

近期， 邵东的李先生在妻子的
陪同下， 来到省福彩中心办理兑奖
手续。 李先生购买彩票已经有七八
年了，对各种玩法均有所涉及，但是
对双色球钟爱有加， 每次买彩票都
是按照自己喜欢的号码选上几注，
平均每次买彩票的投注金额在40元
至60元之间。 他凭借自己多年来的
购彩经验， 中个几千元的奖金也是
常有的事情。

李先生介绍，之前自己买的单式
彩票， 尽管每个号码都出现在彩票
上，但是不在同一注，正因为如此，他
才改变投注方式。“他去年中了一注
双色球三等奖，我看了当期开奖号码
都在彩票上， 就是没在同一注上，若
当时采用复式投注， 早就中一等奖
啦！”李先生的妻子补充道。

问及奖金如何安排时，他表示已
经与家人一起商量好了这注大奖的
用途：首先，他们会改善自己现在的
生活；其次，会给予孩子们力所能及
的帮助；最后，会存一部分钱保障养
老的同时，拿着利息去继续购买福利
彩票双色球，在为社会公益事业多做
贡献的同时，争取多中奖金，让自己
以后的生活更加精彩。 ■刘菲

图
为
邵
东
的
李
先
生
中
得
福
彩

双
色
球2018076

期
一
注556

万
元

的
一
等
奖
中
奖
彩
票。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上半年工
银瑞信旗下34只债基年内收益超
越市场平均水平， 业内分析认为，
当前流动性改善比较确定、经济下
行压力加大，基本面和政策面均利
好债市，在此背景下，固收实力突
出的基金公司旗下债基值得关注，
比如正在发行的工银瑞信添祥一
年定开债券基金（006004）。

今年上半年， 工银瑞信旗下共
有21只债基位居同类前1/3，15只跻
身同类TOP10。从收益率看，21只债
基上半年收益超3%，其中，工银国
债纯债A/C上半年收益分别达到
5.38%和5.33%， 在同类基金中分列
第4和第1位，工银双利债券A/B，工
银添利债券A/B和工银信用纯债一
年定开A上半年收益也均超过4%。

7月8日， 市民阳先生向本
报求助，他购买的二手车被偷，
但报案后却被告知，不能受理。

8日，阳先生将车停在长沙
高新区一工地，9日一早起来，
发现车子不见了。 阳先生急忙
赶到麓谷派出所报案。 民警帮
忙调取监控发现，9日凌晨一点
左右， 小车被一辆无牌拖车给
拖走了。车辆被盗，阳先生报警
却遇到了难题，“民警告诉我，
户主不是我，也没有购车合同，
不能受理。”

阳先生介绍，2017年他花
7万余元买了这辆小车， 一直
没有办理车辆过户。

记者将这一情况反映至高
新区公安分局， 工作人员回复
称， 如果二手车没有过户且无
法出示购车合同， 就证明不了
车辆是当事人的，故不能立案。

在派出所民警的指导下，
阳先生叫来了二手车的中介
商，协助其提供车辆相关资料。
目前，派出所已受理该案件，正
在调查之中。 ■记者 杨洁规

车行没告知，8万多元买回二手事故车
记者协调，双方达成一致：商家74000元收车

买二手车不过户 被盗后报警不受理

半年领3张环保罚单
湖南黄金被罚103万

“8+1” 助力 邵阳彩民
中双色球556万

基金“中考”成绩放榜
工银瑞信21只债基回
报逾3%收益暖暖哒

2018长沙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将于7月15日举槌

延伸

7月10日，雷蕾将本田二手车开到市场与车行协商退车。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