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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7日 第 201907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1 29 27
奖池累计金额 ： 911692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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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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6日
第 2019180期 开奖号码: 9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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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4
0

1579

1040
346
173

1054560
0

273167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6月23日， 三湘彩民好运大爆发，
单期拿下3注一等奖。 中出这3注头奖
的幸运站点分别为益阳沅江市草尾镇
农贸市场43074027站点、 长沙县华润
置地二期A区第43015240站点和长沙
雨花区城南东路362号43019775站
点。中奖第二天，长沙县43015240站点
的业主喻老板，就带着12位中奖者，现
身省福彩中心，领取了幸运大奖。
业主老婆精准选号，12位彩民共享大奖

6月23日中奖的“9+2”的复式票，就
出自喻老板的老婆精准选号，号码一选
定， 夫妻俩就在朋友圈组织合买，12位
彩民“慧眼识珠”。当晚，喻老板就知道自
己投注站中双色球一等奖的喜讯，并第
一时间在合买群里发布了喜讯，虽然自
己并没有入股本次合买，但因为店内长
期支持生意的多是朋友熟人，所以喻老
板觉得比自己中了奖还高兴。
老彩民终圆双色球大奖梦

王先生是本次合买的团队中的一
员，作为一个有着28年购彩经验的老
彩民，从“35选7”到现在的双色球、动
物总动员， 王先生也算是见证了福利
彩票的步步成长。 开奖当晚王先生其
实很早就休息了， 被手机微信提醒吵
醒后， 发现群里都在说自己参与的合
买团中了一等奖，他兴奋得整夜没睡。
复式投注奖金颇丰

这次中奖的“9+2”复式票彩资336
元，除了中得一等奖1注之外，还收获
二等奖1注、三等奖18注、四等奖63注、
五等奖65注， 奖金合计722万余元，12
位彩民如均分奖金， 每人可分得60万
元左右的奖金。 ■木子 经济信息

避险滑坡灾害，撤离33人

7月6日, 省市气象预警衡
东县7月7日至10日有强降雨，
普遍暴雨，局部大暴雨。收到预
警信息后， 衡东县自然资源局
立即安排部署， 电话通知各乡
镇人民政府加强值班值守、督
促监测人加密巡查排查， 做好
地质灾害防范工作， 同时通知
技术支撑单位湖南核工业306
大队派出技术人员参与值班值
守和应急处置。

7月7日凌晨， 衡东县普遍
降暴雨， 且降雨时间持续到上
午10时。早上7时,县自然资源
局安排全县各乡镇迅速组织村
组和监测人员开展巡查排查。
早上8时，霞流镇兴垅村村干部
在巡查中发现该村二组出现山
体滑坡险情， 及时将情况上报
到镇人民政府， 霞流镇政府立
即将情况反馈到县自然资源局
地质灾害值班室， 并安排镇村
干部疏散撤离群众， 拉设警戒
线。 局值班室立即组织工作人
员和技术员奔赴现场。

经现场查看和无人机勘
察，该处滑坡体长约60米，裂缝
宽约3米，可见深度约4米，且裂
缝还在进一步加剧，严重威胁
6栋房屋33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县自然资源局和乡镇人民政府

立即启动应急处置。
截至上午11时， 滑坡体裂缝

扩至6米，可见深度约8米，损坏房
屋2间， 直接经济损失15万元。由
于及时疏散撤离了群众， 没有发
生人员伤亡事故， 成功避险了一
起滑坡地质灾害。

急流中转移13名被困群众

7月7日上午，受强降雨影响，
祁东县境内水位迅速上涨， 导致
祁东大桥铜套厂附近两栋居民房
被淹， 十几名居民来不及撤离被
困在家中，其中不乏老人和孩子。

11点16分， 祁东县消防救援
中队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 经询
问了解到， 两栋居民楼内共有被
困群众10余人， 一楼居民房家中
积水最深处达1米多，由于靠近水
渠，水位还在上涨。

指挥员立即安排一名安全员
观察现场情况，同时带领两名消防
员穿好专业救生衣，利用绳索进入
被淹楼房营救被困群众。11时30分，
第一名被困群众被救出。

由于现场水流急并且伴随有
暗流，消防员采取背、抱等方式把
被困群众一个个安全转移。 同时。
消防员对不愿离家的独居老人进
行劝说。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奋力救
援， 消防员冒雨救出13名被困群
众，其中包括6名小孩、3名老人。

暴雨橙警和气象灾害Ⅳ级应急响应启动 省防指：全力迎战

急流中，一根绳索搭起生命救援通道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7月 7日
第 2019181期 开奖号码: 1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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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9
0

1841

1040
346
173

1714960
0

318493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本报7月7日讯 根据
最新气象资料分析，7月7
日—10日我省将出现一次
强降雨天气过程， 省内部
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天气。今天上午
7时，湖南省气象台发布暴
雨橙色预警:预计7日08时
至8日08时，长沙、株洲北
部、湘潭、衡阳、邵阳、益阳

南部、永州西北部、怀化、娄
底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局
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雷雨
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7月7日10时起， 湖南省
气象局启动气象灾害（暴雨）
Ⅳ级应急响应。 省气象局要
求，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相关流
程做好各项工作，及时上报应
急响应情况。 ■记者 李成辉

本报7月7日讯 记者
从长沙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获悉：7月7日08时至20时，
长沙普降中到大雨， 宁乡
中西部、城区北部、长沙县
中部、 浏阳偏北地区出现
暴雨。全市平均雨量25.6毫
米， 最大雨量出现在宁乡
青山桥田坪村， 为82.1毫
米，最大1小时雨量出现在
浏阳市沙市中洲村，为59.3
毫米。

7日晚至8日夜间，全
市仍有暴雨、部分大暴雨，

过程雨量60～100毫米、局地
150～200毫米，最大1小时雨
量50～70毫米。 降水较强的
区域为： 宁乡花明楼、 大屯
营、道林，雨花区跳马，长沙
县黄兴、江背，浏阳镇头、官
桥、普迹、金刚、大瑶、中和、
文家市等乡镇。

据市防办值班室掌握的
情况，至7日21时，全市无洪
涝灾情， 无山洪灾害和城市
内涝发生，汛情整体平稳，各
水利工程运行正常。
■记者 石芳宇通讯员 陈诚

本轮强降雨天气将持续至后天

近期， 长沙
县43015240站
点业主喻老板，
带着 12位中奖
者， 现身省福彩
中心， 领取了幸
运大奖。

7月7日开始，我省新一轮强降水接力。7月6日8时
至7日8时， 全省共计出现117个乡镇暴雨，15个乡镇
大暴雨。 在衡阳的祁东县和衡东县， 暴雨造成多地被
淹，居民被困，并发生滑坡地质灾害风险，当地进行了
有效处置。省防指发出明电，要求各级各部门迅速行动
起来，宁可抓重，不可抓漏，全力以赴迎战近期强降雨
过程。 ■记者 潘显璇 张洋银 丁鹏志

通讯员 刘泉子 刘慧云 谭琪

防汛提醒

发生内涝，应做好个人安全防范
消防部门提醒，近期雨水较多，城市低洼地区、下凹式立

交桥、地下商城与车库等地下空间、建筑工地、危旧房与地下
室等是内涝易发地点，一旦发生内涝，应做好个人安全防范。
特别是当积水漫进屋内，应及时切断电源，防止积水触电伤
人，确保人员安全。 ■记者 张洋银 通讯员 刘慧云 谭琪

长沙连线

长沙今仍有暴雨 浏阳宁乡局地大暴雨

7月7日上午11点16分，祁东县消防救援中队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转移受困群众。 刘慧云 谭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