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3月11日讯 今天，全
省第三次国土调查技术服务单
位法定代表人宣誓暨业务培训
会在长沙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
悉，湖南预计将有1万名工作人
员参与第三次国土调查， 同时
湖南将引入监理机制， 全程跟
踪并督促调查进展以及成果质

量， 这也是湖南在大型调查中首
次引入监理机制。

根据安排，今年3-4月，县级
要全面动员，逐村推进全野外核查；
5月要基本完成县级国土调查数据
库建设工作，县级调查成果经省级
核查通过后上报全国三调办。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彭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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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1日

第 2019063期 开奖号码: 9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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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7
0

2799

1040
346
173

880880
0

48422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 3月 11日 第 2019027期 开奖号码
24 20 26
奖池累计金额 ： 722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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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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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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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奖 125518 394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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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 三湘彩民刚创造双
色球2019023期至2019025期
“三连中” 的佳绩，3月10日，福
彩双色球第2019027期开奖，开
出红球号码：2、6、8、10、11、17，
开出蓝球：13。 当期全国中出一
等奖9注， 单注奖金740余万元，

我省怀化彩民喜中1注头奖，中
奖福地为： 怀化市区43129016
号福彩投注站，奖金740余万元。

计奖后， 双色球奖池仍在
12.5亿元高位，2元就有可能中
得1000万元， 倍投还将收获亿
元大奖。 ■木子 经济信息

近期随着海外资金持续流
入，外资参与率提升，A股市场
有望受益上涨， 投资者可重点
关注主流指数基金。

在市场日渐活跃之际，重
量级ETF上市为投资者带来了
“源头活水”。 工银瑞信上证
50ETF（场内简称：工银上50，
交易代码：510850） 自3月6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
易， 投资者不仅能够更加便捷
地享受指数上涨带来的收益，
还可灵活利用场内买卖与场外
申赎的联动交易机制， 进行套
利。 工银瑞信上证50ETF为市
场 上 规 模 第 二 大 的 上 证
50ETF， 也是全市场规模前十
的股票型ETF。 ■经济信息

基金投资是场马拉松，公
募基金凭借专业实力， 表现分
外耀眼。Wind数据显示， 截至
2019年3月5日， 全市场成立10
年以上的权益类基金共有302
只（各类份额合并计算），其中，
自成立以来年化回报率超过
10%的基金达到了160只，占比
超过了半数， 年化回报率超过
15%的基金共有36只。华夏基金
旗下成立10年以上的权益基金
中，历史年化收益率超过10%的
达到10只， 超过15%的共有华
夏大盘精选、华夏收入、华夏回
报A、华夏红利、华夏策略精选
5只基金，在所有基金公司中均
为数量最多。 ■经济信息

2019年A股市场迎来久违
的旺春行情, 各大主流指数涨
幅纷纷实现加速跑。数据显示，
诺安基金旗下诺安新经济股
票、 诺安成长混合和诺安高端
制造股票三只权益类基金，年
内涨幅均超过30%， 为其投资
者实现了较好的回报。

优秀业绩的背后是投研实
力的体现。 根据2018年四季报
显示， 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
去年四季度主要配置了TMT、
券商和黄金等今年市场的热门
题材股。根据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8日， 诺安高端制造股
票基金四季报中的前十大重仓
股中有7只股票的涨幅超过
30%。 ■经济信息

本报3月11日讯 今天上
午， 湖南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
公司首对自主经营加油站在
S71益娄高速横市服务区加油
站正式对外营业。 这标志着湖
南高速公路集团朝着深化改
革、 做大做强高速公路产业目
标又迈出了积极一步。

横市服务区位于S71益娄
高速K195处，坐落在宁乡县横
市镇仁桥村，占地133亩，可为
过往司乘朋友提供加油、就餐、
购物、修车、住宿、如厕服务，属
于湖南高速公路集团旗下广通
公司经营管理。 该服务区加油
站共配备有8个50立方米油罐，
目前经营 92#、95#、98#、0#四
种油品， 价格与市场零售价一
致。预测日均销售量约10吨，营
业额在8万元-9万元/天。

据介绍， 广通公司是湖南

省高速公路服务区行业最大经营
公司， 该公司目前共管理湖南省
内73.5对服务区和7对停车区，占
全省服务区总量的七成。

记者获悉，在以前，广通公司
管辖的服务区加油站所承担的角
色都是租赁方， 即将服务区加油
站的场地租赁给中国石油化工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石化）的地
市公司经营。按计划，广通公司将逐
步将所辖服务区加油站由原来的
租赁模式，全部转为自主经营。

“租赁模式中，每卖出一吨油，
广通公司仅收取130元左右的租赁
费。但实现自主经营后，公司将按照
市场价格从中石化批发汽、柴油，然
后按照国家发改委公布的零售价
向社会销售， 盈利能力将大幅提
升。” 湖南高速广通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张龙兴说。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王小科

3月11日，记者到奇迹健身
泰禹国际店帮助胡女士维权
时， 发现位于泰禹国际顶层的
恒温泳池尚未建成投运， 泳池
屋顶还有玻璃未封顶。“已经交
工程部了， 今年四五月份会搞
好。”奇迹健身工作人员介绍。

“我不相信他们的话了。”
胡女士表示。

3月11日， 该店一陈姓经

理告诉记者， 他们店长因同时
管理几家店当天刚好不在店
里，但他当场联系了店长，并告
知店长将亲自与消费者协商。
该陈姓经理还表示， 之前给胡
女士提出的两个方案也只是
协商， 如果胡女士不接受，他
们将与胡女士进一步协商 。
“就这几天将给客户一个满意
的结果。”

因恒温泳池办卡健身，却只能洗冷水
消费者：退卡金额竟要打七折 奇迹健身：这几天与客户协商妥善解决

“当时就冲着恒温泳池才办卡， 但健身房一直没兑现承
诺。”3月11日，长沙市民胡女士向三湘都市报投诉称，因离家
近且宣传有恒温泳池， 她去年5月在奇迹健身泰禹国际店办了
张为期3年的健身卡。可令她气愤的是，之前健身房宣传的恒温
泳池至今都未建成投运。近日，胡女士向健身房提出退卡，但被
告知只能退70%的费用，或其健身卡由健身房代为转卖。

3月11日，记者到奇迹健身泰禹国际店协助维权。“这几天
将给客户一个满意结果。”该店一陈姓经理表示，如果客户不同
意他们之前提出的方案，双方将继续协商解决。

■记者 胡锐

仅隔一期，湖南彩民再获双色球头奖1注

基金资讯

A股唱响“春之声圆舞曲”
工银瑞信上证50ETF自3
月6日起上市交易

硬核实力缔造出色业绩
诺安基金旗下三只基金
2019年内涨幅超30%

36只“十年基”历史年化
回报逾15%
华夏基金独占5只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泰禹国际的奇迹健身广告牌上有“恒温游泳”的字
样。 记者 胡锐 摄

湖南高速
首对自主经营加油站运营
所辖服务区加油站将逐步由租赁转自主经营

投诉 宣称的恒温泳池迟迟未投运

胡女士介绍， 去年5月，她
在奇迹健身泰禹国际店办了一
张为期3年的健身卡， 共花费
3549元。

“他们承诺的恒温泳池却没
有。”胡女士说，健身房在去年8月
份开业，开业时不仅没有之前宣
传的有恒温泳池、动感单车等设
备，就连健身后洗澡的热水都没
有。“去健身连个热水澡都洗不
了，所以我一直没有开卡消费。”

“之前他们说去年年底会

有，后来又说今年夏天会有，我
现在都不相信他们了。”胡女士
说， 因为健身房的宣传与实际
不符， 而且多次说的话都没有
兑现，便心生退卡之意。

“3月1日提出退卡，但对方
说了两个方案：退70%的金额，
或由他们代我转卖健身卡。”胡
女士认为，健身房欺骗她在先，
且她一次都没有消费， 健身房
应全额退款， 因此她拒绝了健
身房的这两套方案。

回复 这几天给一个满意结果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合
伙人、 律师钟文科受访时表
示， 此情况首先看消费者在
办卡时与奇迹健身所签订的

协议具体是如何约定的。不
过钟文科说， 如商家确实涉
及到虚假宣传， 消费者可主
张全额退款。

律师 如涉及虚假宣传可主张全额退款

湖南第三次国土调查全面引入监理机制

联动媒体
湖南日报“社情民意”、华声在线

“投诉直通车”、新湖南“湘问”
信用让消费更放心
舆论让市场更清新

▲

三湘都市报“3·15”系列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