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矮化的杨梅、吊起的西瓜，引发采摘热
长沙本地水果还在田间地头就被采摘一空 还带动周边餐饮等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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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下载湖南福彩 APP
打开微信扫一扫， 扫描湘彩

传媒一体机，投注站内活动海报，
湘彩传媒公众号内的“湖南福彩”
APP 二维码或通过手机 APP 商
城搜索“湖南福彩”即可下载。

第二步：购票

在湖南省福彩投注站购买双
色球、3D 金额≥20 元或指定刮
刮乐票种蒸蒸日上、66 顺 88 发、
魅力 4射（每季根据上市新票种
进行更换）累积 20 元以上，即可
参与。

第三步：扫票

打开“湖南福彩”APP，点击
扫票界面，电脑票扫描票面二维
码，指定刮刮乐扫描保安区。 扫
票后系统会自动提示该票是否
通过审核， 如票面不符合要求，
票面信息不完整或拍摄不清晰，

系统将会提示扫票失败请您重
新扫票上传。

第四步：每晚 8 时 38 分开启
“今晚有奖”游戏

彩民朋友提前打开手机，进
入“湖南福彩”APP 点击进入“福
彩大家乐”游戏准备开奖。在开奖
期间每摇出一个号码球， 彩民尽
快核实手中游戏卡中是否有对应
数字，如果有点击此数字。

特别提醒： 游戏卡中福彩
LOGO 代表任意数字，根据彩民
点击“中奖啦”时间先后，获得对
应的奖级和奖品。 30 克金条、品
牌手机、5 克金豆、200 元油卡和
“马上有奖”资格等你来赢。

第五步：奖励提取

游戏结束后，即可在“我的”
菜单中查询中奖记录。 一到四等
奖为实物奖， 在政府采购完成之

后统一发放奖品。幸运奖为“马上
有奖”资格，在“今晚有奖”结束
后，即可开启“马上有奖”通道，获
得者可从当日获得资格到第二日
晚上 8 时 38 分前，参加“马上有
奖”获得奖品。

第六步：福彩大家乐之马上有奖

彩民获得“马上有奖” 资格
后，点击进入“马上有奖”环节，即
可进入游戏界面， 手动刮开屏幕
上刮刮乐票种覆盖膜，刮开的“中
奖号码”与“我的号码”相同即中
对应奖项。如果中奖，系统会提示
“恭喜中奖”字样，必须点击“立即
兑奖”，领取 5克金豆、千元油卡、
百元油卡。

第七步：福彩大家乐·期奖

期奖为系统抽奖， 每季活动
前 15天参与活动者，均可进入抽
奖系统，金条、金豆、手机、油卡好

礼“抢” 不停， 更有机会赢得
35000元金砖大礼包。

第八步：福彩大家乐·季奖

每季第 29 天， 系统将从前
28 天的所有日奖卡中，抽取幸运
彩民获得“福彩大家乐·季奖”。
“福彩大家乐·季奖”每季选取一
个市州作为活动场地，举行外场
活动，12 位幸运彩民将来到季奖
活动现场，角逐一、二、三等奖，
季奖活动现场还有公益捐助、节
目表演和互动游戏环节。 季奖奖
品十分丰厚，一等奖：金砖 + 手
机 + 油卡 + 银饰 =10w 豪华大
礼包；二等奖：金砖 + 手机 + 油
卡 + 银饰 = 激情大礼包； 三等
奖：金砖 + 手机 + 油卡 = 开心大
礼包！ 想要拿到这些豪华大奖
吗？ 扫描右方二维码参与活动，
千万不要错过哦。

■向福才

教你玩转“湖南福彩大家乐”，2000万大奖等你来拿
湖南福彩携手湘彩传媒

倾情打造的“福泽潇湘·湖南
福彩大家乐” 大型营销互动
活动 7 月 1 日已正式开启，
2000 万豪礼大派送，10 万元
礼包捧回家的超大福利疯狂
来袭！ 从 2019 年 7 月 1 日起
一共 6 季，每季 28 天，只要
你是湖南彩民， 只要你下载
了“湖南福彩”APP，参加“湖
南福彩大家乐”活动，真金白
银、 手机油卡等超级大礼就
能通通抱回家。 一次购彩五
次中奖机会，日日有奖，半月
期奖，每月季奖，属于三湘彩
民的狂欢盛宴来啦！ 下面就
让我们来教你怎样玩转湖南
福彩大家乐。

采摘给市民不一样的体验
人们常望着高高的杨梅树，想

起望梅止渴的成语。 然而记者日前
走访长沙周边的杨梅基地却发现，
不少基地里的杨梅树经过矮化处
理，树高降到了2.5—3米之间。不少
基地负责人表示， 以往， 杨梅树太
高，杨梅的采摘率很低，高处的杨梅
如果敲下来，往往成了废果，所以只
能任其烂在枝头，“而矮化后的杨梅
树管理起来更加方便， 通过疏果等
精细化管理， 杨梅的个头和甜度也
有了很大提升，也让游客入园采摘
成为可能。”

不止杨梅，记者走访了解到，但
凡打采摘招牌的果园， 对高大的果
树都做了改良处理， 那些较为矮小
的葡萄藤则被抬高，以方便游人进
出采摘。

而靖港镇的绿地生态农庄的西
瓜都是被吊在藤蔓上的。 走进西瓜
大棚，一株株西瓜藤蔓“站”了起来，
爬满了一人多高的藤架， 上面吊着
一个个翠绿的西瓜，游客不需弯腰，
伸手就能摘到成熟的西瓜。

本地水果田间地头被订购一空

据悉，除了葡萄、西瓜、桃子、杨
梅等“网红”大众水果，目前，樱桃、
蓝莓等“洋水果”及苹果、无花果、火
龙果等外地水果也已陆续在长沙落
地生根、开花结果。

不到一个星期， 望城区靖港一
桃园被采了8万斤桃子；不到十天，
宁乡市一杨梅园基本被采摘一空。

对此，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科技教育
处处长夏礼明并不感到意外。

“凭借着绿色、 环保的种植方
式， 本地水果才能不断在市民中走
俏。”夏礼明表示，同时，积极引导果农
“疏果、控果、限产，优生优育”，以大果
保障品质，以口感保障市民需求。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
处处长李朝晖介绍， 本地水果全熟
采摘， 果子充分成熟后端上市民餐
桌，口味不输外来水果，尤其是本地
小水果供不应求， 在田间地头就被
订购一空，销路以现场采摘为主，凭
借出众的口感， 受到越来越多市民
的青睐。

采摘热带动周边餐饮等消费

7月6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
天心区暮云街道的超凡家庭农场，
这里50余亩的葡萄成熟了。

“我觉得这里的葡萄比自己平
日外面买来的葡萄要甜很多， 这可
是我自己摘下来的果实， 所以特别
甜。”家住芙蓉区的王女士正在葡萄
架下忙个不停。 将采摘好的葡萄付
款、装车，王女士一家又驱车来到不
远处的农家乐吃饭。

“我这里既有水果采摘，又做餐
饮， 生意比单纯卖水果或做餐饮要
好得多。”浏阳市古港镇沔江村的一
个水果基地负责人表示， 现在果农
都会做生意， 他们把果树修剪得很
好，方便游客拍照；农家乐也做得颇
有声色， 为游客准备一些当地特色
美食，慢慢也就联合做大了，附近的
采摘经济也就繁荣起来了。

本报7月7日讯 昨
日，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发
布第六期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市场监测信息专报，
2019年6月， 长沙民生快
检室检测样品 43983批
次，其中问题样品45批次，
不合格食品已被销毁。

高桥大市场鑫旺商行
销售的笋条、 荠笋均被检
出二氧化硫项目不合格，
分别被销毁25公斤和32.5
公斤。 岳麓区竹马塘生鲜
市场十二区销售的鸭蛋和
土鸡蛋均被检出氟苯尼考
项目不合格， 共被销毁
14.8公斤。 长沙市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李振国蔬菜

店销售的韭菜和芹菜被检
出多菌灵项目不合格，共
被销毁1.25公斤。

水产方面， 长沙市开
福区汇客来超市及双波餐
饮食材配送中心销售的牛
蛙喹诺酮项目不合格，分
别被销毁3.91公斤和15公
斤。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到，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
都属于喹诺酮类化学合成
抗菌药， 一般由于饲料添
加或者养殖水产疾病治疗
导致残留积累在水产体
内。 长期食用以上兽药残
留超标的食品， 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一定风险。

■记者 黄亚苹

本报7月7日讯 昨天上午，
长沙世界之窗举行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千人憋气大赛”，现场比赛
十分激烈， 近千人同时进行水中
憋气，谁能坚持更久则获胜。最后
来自长沙的一名游客以253秒的
成绩夺冠。

炎炎夏日正确的打开模式是
什么？玩水必不可少！世界之窗丰
富的游戏吸引了络绎不绝的游
客。喝水比赛、水枪大战，大家各
显神通， 水中憋气环节引来不少
小朋友踊跃报名。2分钟的准备时
间过后， 大家一齐把头扎进水桶
里。1分钟、1分半钟…游客们都成
功挑战了自我。最终，来自长沙的
李先生以4分13秒的时间获得了
冠军，并获得了价值1999元的超
值大奖，成为长沙名副其实的“憋
气达人”。
■记者 石芳宇 实习生 谢文慧

长沙6月食用农产品检测
45批次不合格食品被销毁

千人憋气大赛
他253秒夺魁

千人憋气挑战赛现场。 记者 石芳宇 摄

刚进小暑，长沙的西瓜、杨梅、水蜜桃、甜瓜，甚至早熟的葡萄
都可以采摘了。六七月份，梅雨不断，但无法逼退市民的采摘热
情：不到一个星期，望城区靖港一桃园被采了8万斤桃子；不到十
天，宁乡市一杨梅园基本被采摘一空……长沙采摘经济在这个夏
天异常火爆。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滕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