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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赛龙舟要防踩踏溺水
警方提示：球迷酒吧看球切莫赌

本报6月11日讯 端午佳节 即
将来临， 长沙警方将推出多项措施
强化全市安保。值得注意的是，今年
端午节正值南非世界杯， 警方提醒
广大市民切忌赌球。

“赛龙舟”谨防踩踏溺水

交警部门将根据端午节期间群
众外出探亲、团聚活动增多的特点，
加强交通管理疏导。 对容易发生拥
堵的路段， 将适当增加警力并做好
分流预案； 在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的

路段设置警示牌， 防止节日期间主
干公路因交通流量大、 道路维修等
原因导致堵塞，引发事故。
特别是对“赛龙舟”等群众参与
度高、风险较大的端午节特色活动，
将提前对各项安全保障措施进行全
面检查，防止发生拥挤踩踏、溺水事
故。

观看世界杯切忌赌球
节日期间，正值南非世界杯举
行，全市公安机关网监、治安部门

将加大对各类赌球 违 法 犯 罪 行 为
的打击力度，治安、消防部门和各
县市 分局 将 针对 酒吧 、 歌舞厅等
球迷易聚集场所， 强化安全检查、
整改。
警方 还将 进一 步 加 大 景 区 和
公园、 广场等公共 场所 治 安管 理
的力度，严厉打击扒窃、诈骗、强
买强卖和打骂游客等各类违 法犯
罪活动。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通讯员 孔奕

6月11日上午，经过近2个月的
前期侦查工作， 长沙市公安局禁毒
支队破获了今年最大的涉枪涉毒团
伙案之一，抓获涉毒人员15名，缴获
大批毒品、毒资。令人吃惊的是，这
伙毒贩居然暗藏了仿“六四式”手枪
3支、子弹12发。

由西往东单向交通管制措施
期限 延长 至 2010 年 12 月 30
日止。
■记者 黄娟

14辆违规军警车街头挨罚
本报6月11日讯 今日，
长沙市公安局警务督察支
队、长沙警备区警备办出动
军警61人， 组成5个联合督
察组，对城区街头军警车辆
进 行 突 查 。2 个 小 时 之 内 查
车 59 台 ， 查 获 14 台 违 规 军

警车。
此次军警车查纠行动在
东塘广场、 五一大道友谊立
交桥、芙蓉路松桂园路口、枫
林广场以及劳动路白沙路口
同步进行。
■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彭静

时将有700多个岗位免费向
残疾人朋友敞开。
省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
中心主任阳庆云介绍， 参加
此次专场招聘会的单位现已
有66家，提供的岗位有700多
■记者 胡信锋
个。

张光耀当选省伊斯兰教新会长
近日， 省伊斯兰教第六
次代表会议在长沙召开。会
议选举产生了省伊斯兰教协

“瘾君子”牵出神秘贩毒团伙

通过对团伙首脑范虎等人的深
挖审讯，民警们发现了一条“漏网大
鱼”——
—犯罪嫌疑人唐展。此人手中
握有枪支弹药。
5月26日凌晨3时许，长沙市芙
蓉区某酒店客房内， 唐展刚将20粒
麻古、1克冰毒以1100元的价格脱
手，就被警方当场擒获，一同被擒的
还有房内另外3名涉毒人员。
在交易现场， 警方当场缴获麻
古4133粒、冰毒81.94克，此外还有
少量K粉、海洛因、大麻等毒品，唐

本报6月11日讯 记者今
日从长沙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支队获悉， 由于南湖路改扩
建施工需要， 南湖路实施的

本报 6月11 日 讯 如 果
你是还没找到工作的残疾人
大学生，12日上午可到长沙
市人力资源市场参加我省第
二届残疾人大学生专场招聘
会。 记者今天从省残疾人劳
动就业服务中心了解到，届

长沙警方破获今年最大涉枪涉毒团伙案，15名毒贩落网

携枪开溜的毒贩被生擒

南湖路交通管制延时至年底

残疾人大学生今日有招聘会

毒贩暗藏枪弹长沙搞“批发”

今年3月下旬，长沙市公安局禁
毒支队通过对一批吸毒“瘾君子”的
盘查，顺藤摸瓜，掌握了一条重要信
息：在市内，盘踞着一个神秘的贩毒
团伙。该团伙有十多名成员，持有少
量仿制手枪及弹药。 长沙市禁毒支
队随后成立专案组， 对此案进行立
案侦查。
4月7日下午5时， 在长沙市紫
薇路口的一间茶室内， 一场毒品交
易刚刚完成。当毒贩雷翔提着现金、
带着马仔等6人正准备离去时，被警
方一举抓获。而与此同时，在长沙市
三湘大市场内， 手提毒品的范虎及
其司机2人也被警方当场擒获。
在这起钱货分离、 两地同时交
易的毒品买卖中， 警方当场缴获毒
资34.4万元、毒品麻古1000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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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第六届委员会， 张光耀当
选为会长。
■记者 胡信锋

邮票能看还能听《牡丹亭》
世界首套多媒体视听邮票《昆曲》今日发行
6月11日，长沙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公楼内，禁毒民警从贩毒团伙处缴
获的三把仿“
六四式”手枪。
记者 龚化 摄
展私藏的枪支随后也被警方在其租
住屋内找到。

隐藏在民居里的毒窟
据警方介绍，此次抓获的犯罪团
伙是长沙市较大的一个“毒品供应
点”。毒品源自云南，经毒贩偷运至邵
阳境内，再由犯罪嫌疑人范虎和唐展
等人从邵阳提货，集中在长沙
“
批发”。
为了掩人耳目，范虎、唐展二人
专门在市内僻静小区租下民房，换
掉门锁，修造暗格，专门用来存放毒
品。案发后，根据范虎的交代，民警
从他在三湘大市场附近的一处租住
屋内找到毒品麻古1.7万粒、冰毒80

克、海洛因100余克，此外还有8万
元毒资和已上膛的仿“六四式”手枪
2支、子弹8发。
在对犯罪嫌疑人唐展的两处租
住房进行搜查时， 警方又缴获麻古
321粒、摇头丸75粒、冰毒38.74克、
K粉57.8克、 大麻18.56克， 收缴仿
“六四式”手枪1支、子弹4发以及警
棍2支、管制刀具2把。
这伙涉嫌贩卖毒品、 私藏枪支
弹药的犯罪团伙共有16名犯罪嫌疑
人。其中有3名犯罪嫌疑人都被判处
过1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记者 龚化 黄娟 实习生 余俊佳
通讯员 庄艳 孔奕

禁毒链接

长沙6月集中宣传禁毒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记者从长沙市禁毒委员会了解到，长沙将在6
月份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月”活动，在学校、社区、戒毒所等地大力开展宣传
教育，提高市民识毒、拒毒、禁毒的意识。

一套邮票上， 不但能看
到普通的印刷人像， 通过点
触，还可欣赏到活生生的“崔
莺莺”和“张生”。记者从湖南
邮政获悉，中国邮政将于6月

12日发行《昆曲》特种邮票，
湖南邮政各营业网点也将同
步发行。
■记者 肖雯栎
通讯员 刘园园

长沙奥特莱斯怎么建，听专家献计
本 报 6 月 11 日 讯 6 月
11日，友阿奥特莱斯购物公
园重点客户招商会暨奥特
莱斯创新高峰论坛在长沙
举行。省商务厅副厅长易昌
伦、湖南商学院经济管理研
究所所长柳思维教授、中南
大学企业文化研究中心主
任王林教授、友阿董事长胡
子 敬 及 董 事 会 成 员 、100 多
家国际国内著名品牌供应
商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
讨我省奥特莱斯的发展和
出路。
柳思维认为， 因为奥特
莱斯模式的走红， 导致现在

全国各地以奥特莱斯为名的
商场激增， 比如青岛就有6
家，这些“山寨奥特莱斯”激
增， 最终会导致大量冒牌货
充斥市场， 损害整个商业氛
围，“长沙目前最多容纳一到
二家奥特莱斯”。
友阿董事长胡子敬介
绍，预计将在今年10月1日面
世的友阿奥特莱斯项目，斥
资3亿元，占地面积超260亩、
建筑面积10多万平方米，集
国际名品折扣中心与休闲游
乐公园双重概念相结合的全
商业项目。
■记者 邢云 实习生 周健

“
购体彩、看三湘、游世博”首批人员归来
还将有 5 批彩民及公众代表继续前往
世博等你免费游
为庆祝“大乐透”在我省中出 4124 万巨奖，湖南省体育
彩票管理中心从 5 月到 10 月推出“购体彩、看三湘、游世博”
活动。 在 5 月到 10 月期间，彩民可以通过追加投注方式购买
15 元（含）以上大乐透彩票者可以获得参与资格。购买彩票后
填写抽奖单，然后将个人信息（本人姓名、所在地区、身份证
号码、手机号码）及彩票信息（投注站号、彩票序列号、投注金
额）如实填写在投注单上，将彩票粘贴在抽奖单的背面，然后
将其交给投注站业主保存作为参与抽奖的凭证。
除此之外，看《三湘都市报》、做答卷也可以获得免费游
世博的机会。
据了解，此次活动期间，《三湘都市报》会刊登大乐透问
答题及答题卷，读者只要将报纸上的答题做好，然后到就近
的投注站领取抽奖单，将自己的信息填好，交给投注站的业
主即可。
“答题正确率达 80%的人将获得参与抽奖的资格。 ”湖南
省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活动持续到 10 月， 彩民和读
者还有机会继续参与。 ”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问答题
1、超级大乐透的具体玩法是（）
A、35 选 5+12 选 2
B、35 选 6+12 选 1
C、35 选 6+12 选 2
2、超级大乐透是否可以追加投注，追加
金额是多少（
）
A、不能追加
B、可以追加，每注追加金额 1 元
C、 可以追加， 每注追加金额 2 元
3、超级大乐透设有几个奖级，固定奖级
与浮动奖级各为多少（）
A、8 个奖级，3 个浮动、5 个固定
B、8 个奖级，2 个浮动、6 个固定
C、8 个奖级，4 个浮动，4 个固定
4、超级大乐透奖池过亿时，追加投注可
获得的最高奖金是多少（）
A、500 万 +500 万 =1000 万
B、500 万 +500 万 +600 万 =1600 万
C、500+300 万 =800 万
5、超级大乐透每周开奖几次，分别在每
周哪一天（）
A、3 次，周一、周三、周六
B、3 次，周二、周四、周六
C、3 次，周一、周四、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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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我省超级大乐透中出 4124 万巨奖，是
哪天、哪个市州中出的（）
A、2 月 26 日 长沙
B、2 月 24 日 永州
C、2 月 25 日 衡阳
7、我省超级大乐透 4124 万巨奖后，是（
）最大奖？
A、湖南彩票历史上
B、湖南体彩历史上
C、我国彩票历史上
8、 超级大乐透 4124 万中奖投注站获得
了多少奖励， 是否是湖南彩市中给予中
奖投注站的最高奖励（）？
A、3 万元，是的
B、4 万元，是的
C、2 万元，是的。
9、超级大乐透中 3 个号码有奖吗？ （）
A、有
B、没有
C、不一定
10、超级大乐透的附加玩法是（）
A、前区 35 选 5，单注奖金 100 元
B、后区 12 选 2，单注奖金 60 元
C、后区 12 选 2，单注奖金 1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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