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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7日 第 201905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9 03 16
奖池累计金额 ： 51404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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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 06 13 蓝球: 16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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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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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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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5
2162
76077

1276540

8653774

153
61
117
3233
48316

297506

3
9800
3000
200
10

5

511760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7日
第 2019120期 开奖号码: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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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
955
0

1040
346
173

674960
330430

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A14 经济 2019年5月8日 星期三
编辑/贺齐 图编/言琼 美编/高原 校对/曾迎春

扫
码
看
工
程
机
械

产
品
同
台
角
逐

本报5月7日讯 海关总署
今天对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等符
合设置要求的6个进境水果指定
监管场地名单予以公告，标志着
长沙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正
式获批。这是长沙机场继获批进
境冰鲜水产品口岸、进境可食用
水生动物口岸、药品进口口岸资
质之后，取得的又一国家级重要
指定口岸资质。

建成的进境水果指定口岸
区域总投资约为1200万元，设有
约1400平方米的专用查验场库，
采用全封闭隔离并配置全天候
全覆盖视频监控设备；设有总库
容694立方米2个，能实现温湿度
数据计算机自动记录、 储存，并
同时具备温湿度异常状况报警

装置； 设有库容125立方米的冷
处理库1个； 现有年处理能力超
过5500吨的机场配套焚烧系统
及场所，可满足不合格进境水果
销毁需求。

此前，湖南没有进境水果指
定口岸资质，湖南省内市场销售
的进口水果通常从上海、广州等
沿海指定口岸间接进口，或者从
外地进口企业购买，不仅增加企
业成本， 水果品质得不到保证，
水果价格也居高不下。长沙机场
进境水果指定口岸监管场地投
入运营后，可实现进境水果从国
外直达长沙，大大降低运输成本
和运输时间，进口水果价格也会
随之降低。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邓竹君 李芯慧

本次评选活动前期， 有40
多家国际国内工程企业报名，
申报的产品达到近200项。此次
评选将产生“最佳产品奖”“最
佳用户奖”等多个奖项，由13位
工程机械行业专家对所有申报
产品的资料进行评审并打分。

中国工程机械学会副秘书
长、《建设机械技术与管理》杂
志社社长兼主编周贤彪是参与
本次评选的专家之一，他表示，

举办评选活动， 一方面是为了
激励参展企业展出更多的优质
新品， 同时也是鼓励其他企业
取长补短、积极创新。

记者了解到， 作为湖南工
程机械领域后起之秀的铁建重
工， 此次参评的掘进设备就引
起了专家们的关注， 这款产品
可以实现自动扫描、无人打孔、
无人装药， 能够作用于高难度
的铁路修建。

本报5月7日讯 湖南湘江
新区日前正式出台《关于支持
金融科技发展的实施意见（试
行）》（以下简称《意见》）。据《意
见》，湖南湘江新区（简称新区）
将集中政策资源， 对金融科技
领域单位和个人注册落户、载
体建设、企业融资、人才引进、
研发创新等给予支持和奖励，
进一步推动金融与科技深度融
合， 提升金融服务民营和小微
企业能力， 加快湖南金融中心
建设。

其中， 在湖南金融中心投
资建设金融科技专业孵化器、加
速器、 创客空间等专业载体，每
个载体最高可获300万元的一
次性装修补贴；在该中心金融科
技企业连续实习1个月及以上
的大学生， 可享一次性实习补
贴， 其中本科生1000元/人/月、
硕士生1500元/人/月、 博士生
2000元/人/月，每人每年度补贴
一次、补助时间最长6个月。

如何化解融资难？《意见》
提出， 将设立金融科技政府专
项引导基金； 鼓励社会投资机
构投资金融科技企业； 设立金
融科技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鼓
励银行业金融机构为金融科技
企业提供融资。

新区大力鼓励研究创新。
《意见》明确，对落户湖南金融
中心的有关金融科技的研究中
心、重点实验室、技术中心、产
业联盟等研究机构， 将按照国
家级、省级、市级分别给予100
万元、50万元、20万元一次性奖
励； 对金融科技企业实现产品
市场应用的， 自产生营收之日
起3年内每年按照其形成地方
贡献的80%给予奖励。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潘雅 实习生 曾雪琪

展会精心准备迎海内外宾朋 30多个单位、1800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就位

近200项国内外产品角逐最佳工程机械

按照惯例，历届国际工程机械展会都会举办评选活动，评选
出参展产品中最具创新力、 引领行业发展的标杆产品。5月15日
至18日在长沙举办的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也不
例外。5月7日，展会启动评选活动，来自国内外企业的近200项产
品，开始在长沙接受专家团评审，预计评选结果将在
5月14日公布。

■记者 潘显璇

展会启动参展产品评选

长沙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获批

买进口水果将更便宜更新鲜

双色球头奖725万喜降湖南永州
福彩双色球， 上市至今，已

造就30多个亿万富豪， 百万、千
万富翁更多。4月28日，福彩双色
球第2019048期开奖， 开出红球
号码：03、07、10、12、18、29，开出
蓝球：10。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8
注，单注奖金725万余元，我省永
州彩民喜中1注头奖，中奖福地：
永州市双牌县43114042号福彩
投注站。当期这家彩站中出双色
球一等奖、二等奖各一注。

中奖福地，再夺一金
蒋先生是43114042投注站

业主，开奖当晚他收到管理员发
来的中奖喜讯后， 激动不已。据
了解 ， 早在 2015年双色球第
2015014期， 该站点就曾中过1
注双色球一等奖507万元。“之前
有的彩民说这里中过一次不会
再中了，这下好了，彩民们自己
打破谣言，纷纷说我这里是个中
奖福地。” 蒋先生透露， 他的站
点购彩群体主要是附近的街坊

和上班族，都偏爱买小复式或者
机选投注，他们心态平和，不中
就当是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彩民齐捧场，现场沾喜气
投注站再次中得双色球一

等奖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双牌县
城，4月30日上午，永州市福利彩
票发行中心负责人为站点颁发
幸运站点奖牌，附近的居民、生意
人纷纷闻讯而来， 涌入站点掏出
零钱购彩， 希望沾一沾大奖的喜
气。 经常在此购彩的王先生说：
“2015年中出一注一等奖后，现在
又出现这么大的奖， 我觉得这和
站点老板服务热情是分不开的，
有了人气才能聚财气嘛。 在这里
买彩票已经五六年了， 希望好运
也能降临到我身上。” ■荣凌凌

经济信息

湖南湘江新区金融科技
发展专项政策发布
载体建设最高一次性
补贴300万元

展会脚步已越来越近。记
者5月7日从组委会了解到，全省
30多个单位、1800多名工作人员
和志愿者目前已经就位，为展会
提供全面服务保障，迎接来自世
界各地的展商和专业观众。

展会期间，1150家全球知
名工程机械企业携行业最新技
术成果、 智能化新一代产品亮
相长沙，预计将吸引15万人次
观展。为此，长沙制定了综合保
障工作方案及应急处置预案，
安排专班专人负责公共交通、
供电、供水、供气、通讯、医疗保
障和卫生防疫等方面的综合保
障工作， 全省30多个省市单位
联动，确保展会万无一失。

围绕展会活动及与会嘉
宾、参展商、专业观众的住宿、
接待、出行等，组委会制定了详
细、 具体的接待方案。 届时，
1800多名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
分布在展馆周边及各个展区，
用微笑和周到的服务向国内外
观众展示长沙的热情与友好。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将在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举行。 目前已注册专业
观众超过4.5万名，其中不乏工
程机械行业内的重要客商、各
领域学者、 驻华大使及商务参
赞和国际协会（商会）、国家级
协会（商会）代表，国内外媒体
也将聚焦展会盛况。

30多个单位联动，为展会护航

5 月 7 日 客 商
（左）在了解最新印花
技术。

5月6日至8日，
2019国际纺织品面
辅料博览会在浙江绍
兴举行， 展示该领域
的前沿成果。

新华社 图

最新印花技术
亮相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