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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23日 第 2019046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2 16 12
奖池累计金额 ： 1227436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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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 25 22 蓝球: 06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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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132
2121
81820

1392213

12488152

17
1

223
3415
54575

490824

0
136431
3000
200
10

5

584748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23日

第 2019106期 开奖号码: 0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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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379
0

1040
346
173

302640
131134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备受广大彩民关注的“梦圆桃
花源”30万元大奖在4月16日喜悦
登场了。这是自“梦圆桃花源”3月
26日上市以来中出的第一个一等
奖，奖金30万元。

首枚“金奖”诞生于长沙
据悉，这个大奖的中出还颇具

戏剧性。大奖幸运儿当天是陪同同
事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雨花亭金
地花园12栋9号的43014162投注
站购买双色球。同事建议他也买点
彩票试试手气， 在老板的推荐下，
他选择了“梦圆桃花源”这个票种，
并购买了5张。 当刮完第5张之后，

他突然喜悦地大喊了一声：“中了
个大的！” 同事和投注站的销售员
都赶紧上去围观，大家翻来覆去地
把大奖票看了好几遍，最后都开心
地确认是真的中出了30万元大奖。

全省还有2枚“金奖”等您来抢
福彩刮刮乐“梦圆桃花源”是

一款具有浓郁湖湘文化特色的彩
票，其设计理念源于常德美丽迷人
的“桃花源”风景名胜，票面以粉红
桃花为背景， 以特色景观为主图，
突出体现浓厚的地方特色，整体画
面清新雅致。该票六张一套，单张
面值10元，不仅票面精美，还具有

一定的收藏价值。
即开票“梦圆桃花源”玩法受众

广，趣味性强，它采用多局对数字玩
法，对比次数多，游戏性强。彩民刮
开覆盖膜， 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
码”与“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
“我的号码” 所在行对应的奖金;如
果在“我的号码”区刮出“桃花”图
符, 即可获得该号码所在行对应奖
金的10倍，中奖奖金兼中兼得，一等
奖30万元。 ■木子 经济信息

杜家毫召开会议研究推动“三干两轨”和黄花机场东扩二期工程项目建设

加速打造长株潭半小时交通和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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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23日讯 4月22日，滴
滴出行上线“有问必答”问答平台，
首次就“滴滴网约车业务抽成”、“滴
滴为何亏损”等大众最关心的问题
作出回应和解释。

平均抽成费率为19%

网上流传，滴滴平台上网约车
每单抽成达到25%甚至更高。对
此，滴滴网约车公司执行总裁陈熙
表示，受不同城市、订单距离长短、
时间长短等因素影响，滴滴每笔订
单会收取不同比例的平台服务费。
以2018年第四季度为例，滴滴国内
抽成费率约为车费的19%，其中乘
客支付的远程调度费、 动态调价、
感谢红包等是全额给到司机的。当
然， 并不是每个订单的抽成都是
19%，滴滴平台上费率高于25%的

订单和低于15%的订单各占20%。
记者了解到，滴滴网约车业务

19%的平均抽成，在全球网约车行
业中并不高。最近上市的网约出行
平台Lyft，2018年第四季度平均抽
成为28.7%；Uber招股书中， 全球
平均抽成达到22%。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共
享经济分析师陈礼腾表示， 滴滴每
笔订单的抽成都不太一样， 是比较
合理的模式。 陈熙坦言， 抽成的误
解， 和平台司机账单显示不够清晰
有关，目前正在抓紧改善。

运营和花销多于抽成

有媒体称滴滴 2018年亏损
109亿元， 以滴滴网约车业务的订
单量，为何会亏损百亿？

记者了解到，除了保持较为平

稳低抽成外，滴滴网约车业务运营
支出和花销， 实际上超过了抽成。
陈熙晒出的账单显示，以总流水为
参照，抽成占19%；返给司机的奖
励占7%；包括技术研发、客服、线
下运营等成本占到10%； 纳税、在
线支付手续费等成本约占4%。综
合计算，2018年四季度滴滴网约车
业务各项成本费用的总和达到
21%，高于19%的抽成。此外，滴滴
一些新业务正处于投入期，也加大
了亏损压力。

陈熙坦言，滴滴只有做到可持
续运营，才能长远地、更好地服务
用户和司机，未来将坚持低毛利水
平下持续运营，同时确保在安全和
体验上的投入。 陈礼腾也认为，滴
滴在降低企业内部运营成本和提
升司机奖励效率上都有提升空间。

■记者 潘显璇

“梦圆桃花源”30万元大奖喜悦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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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晚，一场以“逐梦航天·合作共赢”为主题，融入宇宙探索和
航天科技等元素的焰火表演晚会在长沙市橘子洲景区焰火广场绚丽燃
放，致敬“中国航天日”。 记者 李健 徐行 摄影报道

星城之夜 逐梦航天

推进长株潭一体化
关键是交通一体化

会上， 省直有关部门、长
株潭三市、省机场管理集团分
别汇报了“三干两轨”、黄花机
场东扩二期工程项目建设以
及构建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
圈有关工作进展、存在的主要
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打算。

杜家毫在认真听取大家
的发言后，逐一明确了“三干
两轨”项目的规划、审批、资金
筹措等具体事项，并要求在省
级层面组建专班，坚持省市联
动，加强统筹协调，按照“速度
快、质量好、成本低”的原则加
快推进“三干两轨”项目建设。
他说，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
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这
是湖南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
力，也是湖南走在中部崛起前
列的重要支撑。推进长株潭一
体化， 关键是交通一体化。省
直各有关部门特别是长株潭
三市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
主动担当作为，把打造长株潭
半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经济
圈作为当前推进长株潭一体
化的重中之重，加快推进“三
干两轨”项目建设，争分夺秒、
只争朝夕地干， 一棒接着一
棒、一届接着一届地干，力争
早日释放出长株潭强大的融
城效应和协同效应，构筑湖南
区域竞争新优势。

着力构建
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杜家毫指出， 长沙四小时
航空经济圈基本覆盖了当今世
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 发展活
力最足的地区， 这是湖南的区
位优势所在， 也是湖南开放崛
起的潜力所在。 当前要朝着把
长沙黄花机场建成区域性国际
航空枢纽的目标， 一方面抓紧
做好规划、土地、资金、环评等
项目前期各项工作， 尽快启动
黄花机场东扩二期工程项目建
设， 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民
航的消费需求； 另一方面加强
对机场既有设施的改造升级、
挖潜增效，注重发挥互联网、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
不断提高机场管理和服务水
平，提升机场使用效率，使有限
的资源发挥最大效益。 要科学
制定四小时航空经济圈航线补
贴政策，不断完善、巩固、拓展
和培育国际国内相关航线。要
积极引进基地航空公司， 培育
发展本土航空公司， 进一步拓
展我省对接全国、 联通世界的
空中通道。 要积极开发特色航
空旅游产品， 引进更多知名旅
行社，不断提高航线客座率。要
充实海关、 边检等联检单位人
员力量，进一步强化通关保障。
要继续推进临空经济示范区、
跨境电商综试区、 黄花综保区
等建设，大力发展临空产业。

4月23日下午，省委书记杜家毫召开会议，研究推动
“三干两轨” 和长沙黄花机场东扩二期工程项目建设，他
强调，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三干两轨”
项目建设，加速打造长株潭半小时交通圈，进而形成半小
时经济圈；要以黄花机场东扩二期工程项目建设为契机，
不断完善、巩固、拓展和培育国际国内相关航线，着力构
建长沙四小时航空经济圈， 更好地促进全
省对外开放。 ■记者 贺佳 周帙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