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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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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18305期 开奖号码: 8 4 5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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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A05 要闻·民生

今后坐飞机更安全，航班更正点
历时五年，长沙黄花机场机坪管制移交工作完成，正式进入独立运行阶段

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 而对
于众多喜欢福彩双色球的彩民来
说， 今年的秋天更是个收获大奖
的季节。 仅9月23日至10月30日
的37天时间里， 我省彩民已勇夺
双色球一等奖42注， 单注奖金最
高1429万元 (含派奖)，让喜爱双
色球的三湘彩民饱尝了“秋收”的
喜悦。截至11月4日，今年我省彩
民已中得61注双色球500万元及
以上一等奖，其中有9位幸运彩民
中得1000万元及以上巨奖。

1.59亿元得主继续领衔
10月4日晚，长沙的刘先生中

得了1.59亿元双色球奖金， 税后
实得奖金为1.27亿余元，成为国
庆期间一则引人热议的消息。
如果把 1.27亿元存在银行，按
2018年银行活期利率 0.3% ，约
1058元/天的利息；若按2018年银
行现行大额存单三年利率4.125%
算，约合1.45万元/天的利息。

仅10月份， 我省彩民中得双
色球一等奖38注

仅双色球， 我省彩民揽获38
注一等奖，平均每期诞生近3注头
奖。 三湘彩民不仅在双色球一等
奖上大展身手， 在二等奖上也收
获颇丰， 一共摘得了111注二等
奖。

双色球10亿元派奖正当时
10月21日, 双色球首期派奖

开奖以来，我省彩民摩拳擦掌，纷
纷加入摘金夺银大军， 在派奖的
前7期，我省彩民勇夺一等奖6注，
同时享受派奖奖金2944万元。

看到这些中奖故事， 您是否
也心动了呢？如今，双色球第13次
的派奖之旅已开启，“福彩航母”
满载10亿厚礼向您驶来， 只要您
采用复式或胆拖投注即可参与派
奖，将有机会4元胆拖或复式中得
1500万元。别再观望，赶紧上船，
赢取您的福运与精彩！ ■刘菲

11月8日，中国机场年度口碑
榜评选———首届金跑道杯机场口
碑榜正式揭晓。 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在5个评选项目中均位列全国
前十， 是中部地区唯一一家上榜
机场。

据悉， 首届金跑道杯机场口
碑榜是国内机场口碑红黑榜评选
活动， 旨在提升国内机场整体消

费体验和服务质量。 评选对象涉
及2017年旅客吞吐量超千万或位
于省会城市的国内民航机场。活
动历时两个多月， 经过网络评选
和专家评议，综合考虑网络投票、
专家评审和机场吞吐量等因素得
出排名结果， 最终10家机场入选
口碑榜。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张慧

本报11月8日讯 今日，省食药
监局官网公布一批食品药品失信黑
名单，共40个企业或个人榜上有名。
其中，严玉华、刘立良、邓凤玲等22
人的违法事实为“销售有毒、有害食
品”；长沙市芙蓉区吴兵酱板鸭店违
法事实为“经营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且当事人隐匿，未履行行政处罚”。

值得一提的是， 浏阳市小飞燕
食品有限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阚敬
柱因多项违法行为同样被列入失信
黑名单。记者查询发现，从2009年
至2018年十年间，全国多省市食药
监、质监、工商等曾对小飞燕公司抽
检不合格进行通报， 但公司产品销
售情况似乎并未受到影响。目前，小
飞燕公司有香酥鱼仔、玫瑰香干、红
油辣翅等10余种产品在售。

■记者 黄亚苹

本报11月8日讯 今日， 长沙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曝光了一批
住建领域失信行为。 长沙奥园利泓
房地产有限公司、 长沙新力鸿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双瑞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等15家企业和中介
门店上黑榜。记者了解到，被曝光的
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被记入信
用“黑名单”。

其中， 长沙新力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江西省第五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等因未取得建筑工程施工许
可证擅自开发建设而被下达停止违
法行为通知书； 长沙万合房地产经
纪有限公司（原长沙佳宜房地产经纪
有限公司）因未办理中介机构备案证、
从业人员均无法出示房地产经纪人
资格证、 不向租客退还押金等被下
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记者 卜岚

本报11月8日讯“长沙机坪，
南方331，停机位233#，申请推出
开车。”“南方331，长沙机坪，可以
推出开车，推出到位报。”11月8日
00时02分，地面指挥室对讲机中
传来一段简短的对话， 标志着长
沙黄花机场机坪管制正式进入独
立运行阶段， 由长沙机场运行控
制中心地面指挥室向航空器（飞
机）独立提供机坪管制服务。

中文呼号为“长沙机坪”

8日上午，长沙黄花机场在民
航湖南空管分局新塔台一楼举行
了机坪管制移交仪式。仪式上，湖
南机场集团党委书记、 总经理李
军， 民航湖南空管分局局长陈文
浩为机场运行控制中心地面指挥
室揭牌； 民航湖南空管分局局长
陈文浩将象征航空器机坪运行管
理职责的长沙机场机坪管制平面
图和飞机模型交到长沙机场分公
司总经理喻辉手中。自此，历时五
年的长沙机场机坪管制移交工作
圆满完成。

长沙黄花机场综合考虑机场
航班放行优化排序， 联合民航中
南空管局通信网络中心积极合
作， 量身定制机坪管制移交专用
系统TOMS。经过不断优化完善，
该系统于2018年4月正式上线，

实现了机场与空管信息交互的实
时化、电子化、规范化和个性化。
目前机场机坪塔台已全面引入场
监雷达、二次雷达、飞行数据处理
系统等终端； 指挥频率已获局方
批准，中文呼号为“长沙机坪”，英
文呼号为“Changsha�Apron”。

让更多的航班变得安全正点

记者获悉， 机场控制区大致
分为机动区和机坪区。 机坪管制
工作就是指的停机坪这一块区域
的航空器地面运行管控工作，飞
机降落在跑道上， 然后滑行至停
机坪后， 管制权就从空管塔台移
交给了长沙机场的地面指挥。把
航空器机坪管制工作由空管塔台
移交给机场管理机构后， 空管主
要负责航空器起飞、着陆、脱离跑
道和放行许可； 机场机坪管制则
负责航空器推出、开车、滑行、拖
拽工作。

乘客坐飞机时， 最害怕的就
是晚点。对于大部分旅客而言，机
坪正式移交至机场的管制团队
后， 机场在地面运行保障方面一
体化，从而使机务、引导车、地服、
机坪指挥更好地衔接。 比如减少
机坪上飞机滑行与特种车辆的冲
突，使出行更加安全。

■记者 和婷婷

金跑道杯机场口碑榜：黄花机场位列全国前十

这个金秋，湖南彩民喜摘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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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住建领域失信行为曝光
奥园利泓、新力鸿上黑榜

“小飞燕”连续10年
抽检不合格

11月7日，长沙县东一路公交首末站，一辆新能源公交车驶进站内。6日，随着城区内原22台柴油动
力公交车更换成新能源公交车，标志着长沙县城区公交车实现柴油公交“清零”，从源头上根治了柴油公
交车尾气超标问题。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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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8日讯 昨日，
湖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发布公告， 通报了我省
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
第一批取缔类机构名单，53
家机构上榜。其中，所在地
在长沙的网贷机构占到了
45家，此外，株洲和怀化地
区各有2家，湘潭、衡阳、邵
阳、常德地区各有1家。

根据清理整治进程，省
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后续
将不定期公告取缔类P2P网
贷机构名单。同时，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社会
公众和广大投资者，要树立
正确的投融资理念，切实增
强识别和防范非法金融活
动的能力，始终牢记投资有
风险，风险需自担。凡发现
有违法违规从事P2P网络借
贷活动的行为，请社会公众
及时向各级公安机关和金

融监督管理部门举报。
这53家机构分别是：
广惠人； 九华瑞银；都

能贷；银达金融；合众贷、信
美财富；安宜贷；众财金桥；
华鑫恒生；及时雨、天标贷、
怀民贷；神州贷；日升财富；
君孚财富；英邦投资；汇丰创
投；账房先生；国中信贷网；
52贷；律邦融安；佳通创投；
湖南贷款网； 融之源在线；盛
鑫在线；e鑫在线；车贷乐；银
嘉在线；汇金富利；开心贷；
湘信网；点点贷；比亮贷；畅
享贷；房车贷；多好贷；中纳
联投；亿财贷；合银创投；立
洲金融；悦车贷；顺昌财富；
华辰易贷；康恒财富；湘中银
联；华夏商贷；金淘在线；轩
龙网； 商银天下； 湖南易借
贷；湘商贷；众富随心贷；满
仓赢；君毅财富；优企贷；善
富资本。 ■记者 潘显璇

湖南取缔这53家P2P网贷机构
其中，所在地在长沙的网贷机构占到了45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