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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6月 12日

第 2019156期 开奖号码: 8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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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8
0

2066

1040
346
173

881920
0

35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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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2日 第 2019067期 开奖号码
27 29 09
奖池累计金额 ： 102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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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08 05 28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11
216
804
7025
12188

0
0
8
11
212
250

0
13338
1358
200
50
10

0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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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8日，长沙市天心
区鑫天格林香山小区一居民家
突发火情，现场浓烟滚滚，并出
现了较大的明火。 火势从房间
阳台蔓延， 当时家中只有保姆
独自带着一名婴儿。危急时刻，
保姆冷静沉着， 抱着小孩从房
间后门顺利逃出。

“我家月嫂是找的亲戚帮

忙，不熟的人不太放心。”今年4
月份生产的朱女士说， 之前请
过几个保姆，都不是太满意，带
孩子需要精力和耐心， 遇上不
靠谱的更不省心。记者走访过程
中， 多名保姆均表示在雇主家，
一般只负责做两顿饭和家庭卫
生，“消防安全培训可以学，万一
遇见事了，心里也有个底。”

本报6月12日讯 今天，由湖
南省残联主办，湖南省残疾人劳动
就业服务中心、湖南省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承办的2019年湖南省残疾
人大学生专场招聘会在湖南人才
市场举办。64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行政人力、计算机软件开发等900
余个就业岗位。前来应聘的大学生
们虽然身体有缺陷， 但能吃苦、更
努力、心怀梦想的他们依然得到了
招聘单位的青睐，用“自信”的光芒
照亮了未来的征途。

“因为与人沟通交流的问题，
平时找工作确实比较难。但我不怕
吃苦， 会更加努力来弥补自身缺
陷。”在现场手语志愿者的翻译下，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视觉传达专业
的杨同学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

活动现场，记者注意到，承办
方开辟职业导师指导区、就业权益
保障区等多个服务窗口，为现场求
职的残障大学生提供简历诊断、职

业规划、创业指导、权益维护等服
务。同时，依托智能招聘系统，打造
了“线下直接对接、线上远程推介”
的招聘方式，未能到现场求职的残
疾人， 可登录微信端和PC端的求
职招聘平台，获得平台自动智能匹配
的岗位信息，并线上与企业招聘负责
人进行双向联系，表达求职意向。

“跟正常孩子相比，他们的学
习能力没有问题。虽然他们有身体
缺陷， 但也因此更珍惜工作机会，
更有热情，对知识的渴求欲更高。”
湖南博通信息股份公司HR告诉记
者，所在的企业为残障学子提供了
后期数据处理、CAD制图和研发
的工作。

此次专场招聘会共有300余
名残障大学生现场求职，292人成
功投递出简历，85人与用人单位达
成初步就业意向。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吉盛杰
通讯员 贺小花 张娜

我国每年30万人
等待器官移植
仅2万人盼来希望

本报6月12日讯 昨日，
第三届6.11器官捐献主题活
动在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召
开，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中
南大学、 长沙医学院等多所
高校的大学生参与。 尽管我
国公民自主捐献意愿逐年增
高， 但仍有很多患者在等待
器官移植， 现在每年约30万
人因末期器官功能衰竭需要
移植的病人中，仅2万人有机
会获得器官移植， 供需比例
为1:15， 器官短缺依旧是制
约器官移植事业发展的主要
原因之一。

据了解， 我国器官捐献
事业起步于 2010年， 截至
2018年底，我国已累计完成
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1万
例， 捐献大器官突破5.8万
个，累计实施器官移植手术
超过6万例。捐献、移植数量
均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位，公民的观念和捐献行为
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基
数， 我国百万人口捐献比例
依然处于较低水平。2018年，
我国共有6302位公民捐献器
官，相当于每100万公民中只
有4—5个人进行器官捐献。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泌
外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余
少杰告诉记者：“器官捐献供
需比例不对等， 是目前面临
的一大困境。 在所有的器官
中， 肾移植供需比例缺口最
大，这与尿毒症高发、年轻化
有一定关系。” ■记者 李琪

6月 1日晚是双色球第
2019067期开奖，全国共中出5
注单注奖金为797万元的一等
奖。 我省长沙宁乡彩民幸运揽
获头奖1注。 据省中心机房检
索， 这注大奖出自长沙宁乡市
东沩西路的43016029投注站。

此外， 当期双色球二等奖
奖金单注16万多元， 我省共中

得4注 ， 分别是长沙岳麓区
43014874投注站、衡阳衡东县
43045006投注站、怀化辰溪县
43129065投注站、长沙宁乡市
东沩西路的43016029投注站。
本期开奖结束后， 双色球奖池
金额为7.81亿多元， 下期彩民
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得1000万
元。 经济信息

保姆上岗先过“消防关”，会常态化吗
邵阳洞口3200名家政人员完成消防培训 省消防总队：构筑新格局，值得倡导

6月10日， 邵阳市洞口县12家家政服务机构，
3200多名从业人员顺利完成消防安全必修课的培训，
上岗从事家政服务行业。“保姆” 上岗前， 要过“消防
关”， 洞口县家政服务行业常态或将引领我省家政行业
培训潮流。

连日来， 三湘都市报记者对长沙家政行业市场走
访发现， 只有少数家政公司系统地进行过消防安全培
训。从业者表示，“每年有两次业务专业培训，应该将消
防安全也纳入其中。”

记者查询到，公安部109号
令《社会消防安全教育培训规
定》 对各行业部门关于消防培
训有明文要求：机关、团体、企
业、 事业单位、 社区居民委员
会、 村民委员会依照本规定开
展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工作；定
期开展形式多样的消防安全宣

传教育； 对新上岗和进入新岗
位的职工进行上岗前消防安全
培训等。

省消防总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 邵阳洞口县此次创举值得
鼓励和倡导， 通过家政服务平
台把消防知识送进千家万户，
构筑全民消防新格局。

长沙市雨花区爱洁熊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家政服
务与多方位服务于一体的公
司，成员以80后、90后为主。公
司负责人童先生介绍，“家政行
业近年来发展迅速， 小公司迅
猛崛起，市场不是很规范，服务
标准良莠不齐，亟需整顿规范。
消防培训这一块， 还没跟上。”
他认为现今大多数家政从业人
员未经正规岗前培训， 人员流
动性大， 可控性差等因素造成
市场乱象。

成立3年的邵阳康盛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主动与当地消防
部门及人社局沟通联系， 对公

司待上岗的200多名家政服务
从业“保姆”集中轮训。该公司
主管人事负责人季先生介绍，
“人员安全素质上来了，一方面
公司更好管理，另一方面，雇主
消费者也更放心。从长远来看，
消防安全培训势在必行。”

湖南协成职业消防培训学
校宣教员刘通国介绍，“服务行
业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已悄然成
风， 现在企业消防安全管理意
识逐步增强， 仅上半年我们就
开展培训十多起。” 在长沙、株
洲、湘西等地，由当地政府部门
牵头， 引导家政行业人员培训
后集中考试取证上岗。

突发大火，保姆抱着婴儿逃生

家政行业呼吁消防安全培训常态化

保姆上岗前，先进行消防培训

喜从天降！
长沙彩民喜提双色球797万元大奖

64家企业提供900余就业岗位
湖南举办残障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倡导

案例

现状

6月10日，邵阳市洞口县消防大队为家政服务公司组织消防安全培训，全县12家家政公司3200余名家政服务
人员皆需培训合格后持证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