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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管家”上线，越夜越精彩
湖南首个“夜间经济服务中心”在天心区运行 遇消费纠纷或麻烦事，可拨打服务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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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8日 第 2019105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7 33 26
奖池累计金额 ： 75447637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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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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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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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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8 日
第 2019244期 开奖号码: 5 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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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
103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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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1084720
35845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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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D开奖信息
2019 年 9 月 7日
第 2019243期 开奖号码: 6 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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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0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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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60
0

177498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区领导轮值“夜间管家”

近年来， 长沙市天心区因
活跃有序的夜间经济环境，成
为游客“网红打卡地”。

天心区夜间经济服务中心
位于黄兴广场的西北角， 从每
天20时至次日凌晨2时， 采取
驻点办公与巡查办公两种工
作方式， 通过设立“夜间管
家”，部门轮班驻点、多方协调
联动机制来确保夜间经济工
作服务到位。

每天， 服务中心会安排一
名区领导值班， 到了重大节假
日， 还会组织一个工作队来加
强管理。若消费者与商家之间
发生了矛盾，或是遇到了虚假
宣传等麻烦事时，可拨打该服
务中心设立的“夜间经济”公
共 服 务 热 线（0731-8581
2345），将会有专人到现场去及
时处置。

这个服务中心主要有哪些
工作职责？据介绍，该中心会
完善夜间经济食品安全、治安
和消防安全等配套管理措施，
严打黄赌毒，引导“夜间经济”
行为自律发展。同时，会提供
便民医疗、 便民公共雨伞、便
民信息咨询等服务，引导车辆
有序停放。此外，还会完善污
水排放、 垃圾处理等市政、环
卫设施，在夜间经济繁荣和重
点商圈周边实行24小时清扫
保洁。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

内，中心还会降低夜间经济经
营主体的准入门槛，简化审批
程序， 并倡导商家“文明经
营”、“诚信经营”。

“夜间经济”释放消费潜力

服务中心建在长沙黄兴南
路步行街， 是不是只服务五一
商圈？当然不是。在天心区，“夜
间经济服务中心” 的范围包括
五一商圈、长株潭商圈、沿江经
济带、理工大、林科大周边的高
校夜市美食街， 这些都是发展
“夜间经济”的黄金地段。

夜购、夜宵、夜读、夜游，被
比作拉动“夜间经济”的“四驾
马车”。 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7
月，在长沙“五一商圈”内，选择
夜间18时到悦方IDMALL、王
府井五一店、 乐之书店等地购
物的，其客流、销售额均占全月
的三成多；“深夜食堂” 也有着
巨大的经济效益， 以坡子街火
宫殿为例，在“五一”小长假前2
天， 游客共吃掉了8万片臭豆
腐、5万个糖油粑粑。

天心区的“夜间经济”模式
并不局限在酒吧、餐饮、购物等
传统消费方式上， 现已拓展至
文旅领域。 比如黄兴路步行街
的城市艺人， 贺龙体育馆不时
上演的体育赛事或明星演唱
会， 湖南本土笑星大兵领衔的
“笑工厂”等等，这些“旅游”和
“文化”的结合，正不断激发着
夜间文化和旅游的消费潜力。

夜间经济的繁荣程度，体现着一个区域经济的开放度、
活跃度，同样考验着区域经济的监管能力。在全国都在打造
自己的“夜间经济”品牌时，长沙也亮出了自己的名片，9月7
日，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黄兴广场，湖南首个“夜间经济服
务中心”———天心区夜间经济服务中心正式启动运行。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罗晓君 董劲

记者获悉，天心公安分局制订了《天心公安分局服务
夜间经济十二条》，为夜间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据了
解，去年4月起，天心区开展了一系列五一商圈集中整治专
项工作。从去年整治至今，五一商圈驻地派出所受理刑事
案件同比下降56.28%，发案同比下降约48%。特别是五一、
端午、 中非经贸博览会等重大节庆假日或重大活动期间，
确保了商圈没有发生一起意外事件，为企业、商家、市民和
游客创造了安全、有序地良好营商环境。

打造良好营商环境

本报9月8日讯 各种5G+VR游
戏、5G下载视频体验、16路4K高清
视频实时传送……今日，由省工信厅
主办、省无线电协会承办的全国无线
电管理宣传月湖南活动启动仪式暨
宣传进社区活动在长沙举行。 现场，
市民纷纷前来体验5G科技，并通过现
场测试手机、家电的电磁辐射，来消
除之前对无线电的误解。

“这个VR滑雪很棒。” 现场一名
市民体验完5G+VR的滑雪游戏后连
连称赞，因为只要一副VR眼镜，两个
控制手柄，便可以享受一场模拟滑雪
乐趣。“这个猜拳机械手也有点意
思。” 另一市民在跟一台基于5G网络
的机械手玩了几把剪刀石头布游戏，
竟全输了。

现场还有VR张家界景点游览、
5G多流高清视频、VR节奏空间等游
戏环节，“这些都是基于5G的高速率、
大容量、低延时特点，比如下载一部
1G的电影只要几秒钟。”

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在VR、AR、
超高清视频等领域，5G还可以应用于
车联网、物联网、工业等方面，开启人
类新的生活、生产局面。

“快拨打一下我的电话， 我测试
下辐射到底有多大？”一女士把自己
的手机放在仪器上， 结果显示该手
机在来电时的辐射值是不到 1毫
瓦。当工作人员告知辐射2瓦左右都
是正常的后，女士连忙答道：“这下放
心了。”

“这次活动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
加强科普宣传，及时回应和消除群众
对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的疑虑。”
省工信厅副厅长李志坚介绍，符合国
家标准的移动通信基站所产生的辐
射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甚至比手
机、电脑的辐射水平还低，不会影响
基站附近住户的健康。

根据安排，全国无线电管理宣传
月湖南活动还将在湖南大学开展科
普进校园活动，在浏阳市举行“无线
电宣传教育基地”挂牌仪式。

■记者 胡锐

与5G机械手猜拳，玩家无胜绩

本报9月8日讯 今日，记
者从省自然资源厅获悉，郴
州锦兴建设有限公司于近日
领到了我省第一本不动产权
电子证书， 郴州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也收到了全省第
一份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
这标志着郴州市在湖南率先
同时启用不动产权电子证书
和不动产登记电子证明。

据了解， 郴州市的不动
产登记业务办结后， 不动产
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将实
时自动生成对应的不动产权
电子证书和不动产登记电子
证明。 金融机构和房地产开
发企业可登录不动产登记业
务延伸平台， 直接领取电子

证照并查询登记信息， 市民
也可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直
接领取个人名下的电子证照
并查询登记信息。

根据规定， 电子证照记
载了纸质证照的全部内容，
与纸质证照具有同等法律效
力， 企业和群众可直接凭电
子证照办理相关不动产登记
业务。 扫描电子证照的二维
码和条形码， 可查看电子证
照的基本信息， 验证电子证
照的真伪。同时，不动产登记
中心也会继续发放纸质证
书， 为市民办理其他业务提
供便利。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陈建

实习生 肖娴

全省第一本不动产权电子证书颁发

9月8日，长沙市民正在体验5G+VR游戏。 记者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