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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晚报讯（通讯员 周斯婷

黄婷婷）8 月 3 日晚，体彩大乐透

第 19089 期 开 奖 ，全 国 喜 中 4 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其中 2 注进行

了追加投注，每注多得到追加奖

金 800 万元。当期全国销量 2.97

亿元，筹集了公益金 1.07 亿元。

当期，我省没有一等奖“入账”，但

常德市汉寿县龙阳大道五里桥桥

头 4307044263 体彩投注站传来喜

讯，一位幸运购彩者中得大乐透

247万元奖金。

8 月 4 日上午，中奖者张先生

（化姓）走进省体彩中心兑奖室，

十分淡定地拿出中奖彩票，这是

一张 280 元 2 倍的胆拖票，中得 4

注二等奖、48 注五等奖、72 注八

等奖以及 16 注九等奖，共计奖金

2473508 元 。 据 了 解 ，张 先 生 是

自己开车来领奖的，但是由于不

太清楚兑奖地址，将车子停放在

火车站附近，一路询问路人才找

过来。

省体彩中心工作人员在此提

醒广大购彩者朋友可以通过湖南

体彩官方微信（hunanticai）查询省

体彩中心以及各市州体彩分中心

兑奖地址。查询方式：点击“体彩

服务”的“规则·兑奖”，点击查看

“兑奖须知”即可。湖南省体彩中

心兑奖地址为长沙市芙蓉区湘湖

街道车站北路 138 号香泽南湖大

厦一楼湖南体彩服务大厅。

张先生是 90 后，购彩才一年

多，他表示是看叔叔玩彩票后觉

得挺有趣，于是也跟着买。“我是

一个很理性的购彩者，每次投入

都在 20元以内。买这期大乐透的

时候，我心情特别好，就多投入了

一点，比平时多选了一些号码。

我后区选了胆码 03，拖码 01、10，

我叔叔就选了和我相邻的号，胆

码 04，拖码 01、11。昨天开奖后核

对彩票，我中了二等奖，叔叔只有

三等奖。他笑骂这是教会了徒

弟，饿死了师傅，哈哈！”

谈及中奖感受和对于奖金的

使用，张先生说：“这次没能获得

一等奖虽然有些遗憾，不过获得

二等奖已经够幸运了，这次的中

奖给自己带来了信心，说明这种

投注方式还是不错的，会坚持下

去，相信一定有更大的惊喜等着

自己。反正买彩票还是保持平

常心最重要，贵在坚持。中奖当

然很开心，但是日子还是要继续

过下去。我觉得长沙岳麓区风

景很好，以后打算在这边买房，

享受一下！”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购彩

者每花 2元购买一注体彩大乐透，

就有 0.72 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广

泛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

业。小小的善举，汇聚成大大爱

心，惠及你我他千万家。

汉寿小伙兑领大乐透247万元大奖

常德晚报讯（通讯员 王广军）近期，我市如

火如荼地开展了大乐透二阶段活动。活动得

到了全市代销者和购彩者的积极响应和参与。

本阶段活动主题为“乐透摇一摇，提壶油

回家”。活动在周一、三、六大乐透开奖日进

行，为保障活动效果，市体彩分中心安排了部

分市内专管员对区县的活动进行了帮扶和指

导。

活动期间的高温天气，也挡不住工作人员

与购彩者互动的热情。在 4307044518 体彩投

注站，购彩者主动为体彩做宣传，说大乐透新规

实施后，常德市大奖一波接一波，奖金更高了，

游戏更好玩了。在 4307004753、4307004053、

4307084021等体彩投注站，代销者也普遍反映

这次活动对大乐透的品牌推广很有帮助，同时

大大提升了网点的人气。

活动不仅让更多的购彩者得利、提升了网

点的人气，还对体彩大乐透品牌宣传起到了推

动作用，同时加强了责任彩票理念、体彩公益性

质的宣传，使体彩的公益公信力得到提升。

不少网点代销者纷纷表示，希望以后开展

更多这样的活动，争取让每个网点都有机会参

与到责任体彩的建设中来。

“乐透摇一摇，提壶油回家”

常德体彩大乐透
二阶段活动火热开展

刘小祯在常德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档案管理岗位工作已有

6 年时间，她就像一颗螺丝钉一

样铆在这个岗位上。

1960年出生的刘小祯是湖南

省最早的一批档案管理专业人

才。2000 年，刘小祯从常德赴广

州增城新塘，出任广州宝龙集团

公司监事、档案信息中心主任等

职务，年薪近 30 万元。刘小祯推

动该公司股票于 2003年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成功上市。2010 年，为

了辅导儿子学习，刘小祯舍弃高

薪回到了常德这片故土。很快，

她就被推荐到了常德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专职从事档案管理

工作，中心连年被评为档案工作

先进单位。

刘小祯年近六旬，但由于经

常锻炼身体，注重保养，着装得

体，看上去比同龄人年轻许多。

在工作中，她从不倚老卖老，总是

将自己当年轻人看待，为他人提

供 热 情 优 质 的 服 务 。 2017 年 5

月，一名年纪偏大、腿脚不便的客

户在儿子的陪伴下到档案窗口办

理业务，刘小祯考虑到客户爬楼

吃力，便主动带好资料，在一楼为

客户办理了手续。

住房公积金档案管理是一项

纷繁复杂的工作，牵涉范围广、内

容多、涉及客户隐私。如何将档

案管理专业知识实际运用到住房

公积金档案管理中？刘小祯根据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档案管

理制度，结合个人的经验，全面落

实档案管理制度的每一个细节，

使档案管理条理清、效率高、易查

找。例如，在借款人还清住房公

积金贷款后，提取抵押物证工作

程序上，她就通过深入思考、反复

修改，设计了《委托提取档案撤销

抵押登记表》，通过该表保留了住

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需留存的信

息，且便于借款人日后查询，得到

了客户与同事的好评。

档案管理是一件非常枯燥的

事，而刘小祯却在档案林立的小房

间里守住了寂寞，干出了成绩。在

她的努力下，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连年被评为“全市档案管理工作

先进单位”，刘小祯也多次被评为

“档案管理先进个人”。她经管的

住房公积金业务档案，没有出现一

次丢失、错漏或泄露客户隐私事

件。中心同事送给她一个“档案金

管家”的称号。

住房公积金的“档案金管家”
——记常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档案管理员刘小祯

■常德晚报记者 蒋文辉 通讯员 张道贤

国内现货钢价
出现下跌

新华社电（记者 李荣）由于需求预期下降，

成交量减少，国内现货钢价出现下跌。铁矿石

市场转入下行通道，进口矿价跌幅较为明显。

据国内钢铁资讯机构“我的钢铁”提供的最

新市场报告，最近一周，国内现货钢价综合指数

报收于 141.38点，一周下跌 1.83%。其中，建筑

钢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螺纹钢品种

的均价为每吨3866元，一周下跌127元。热轧板

卷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热轧产品的

市场均价为每吨3784元，一周下跌76元。中厚

板价格下跌，全国主要市场主流规格普中板的平

均价格为每吨3913元，一周下跌52元。

总体来看，钢价的跌幅有所扩大，成交较

差。当前，钢市对需求的预期并不乐观，钢材的

成本支撑力度也在减弱。供需之间在调整中达

到再平衡仍需时间，短期内不大可能摆脱弱势调

整的状况。

铁矿石市场已转入下行通道。据“西本新干

线”的最新报告，在国产矿市场上，价格弱势下

跌，多数商家低价促销。进口矿市场价格也出现

周环比每吨大跌19.1美元的跌幅。虽然进口矿

的整体到港量出现下降，但多数钢企放缓采购，

市场情绪不高。

相关机构分析认为，近期国内钢铁行业基

本面偏弱，虽然钢厂的供应量有所缩减，但在需

求持续不振的拖累下，钢材社会库存已连续出

现上升，厂家和商家的出货压力也在加大。不

过，随着各地高温天气的缓解，下游施工进度将

有所恢复，且钢价经过大跌之后，其风险也得到

一定的释放，这对钢市的稳定还是有利的。

新华社电（张雨花）德国智

库伊弗经济研究所8月12日发

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三

季度，世界经济“阴云密布”，贸

易冲突加剧正对世界经济产生

巨大不利影响。

报告显示，当季世界经济

景气指数从上季度的负 2.4点

大幅下降至负 10.1 点，其他两

个重要分项指标现状指数和商

业预期指数也都显著下降。报

告指出，世界各地的经济环境

都在恶化。

伊弗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

门斯·菲斯特在报告中说，贸易

冲突加剧正对全球经济产生重

大负面影响。专家预计全球贸

易增速将明显减缓，个人消费

趋弱，投资活动放缓和利率下

降成为市场普遍预期。

德国智库：
贸易冲突正严重损害世界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