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
老

助
残

救孤 济
困

赈
灾

中彩网讯 4月16日晚，中国福利
彩票双色球游戏进行第 2017043 期开
奖。当期双色球红球号码为 08、13、
16、23、27、31，蓝球号码为08。

头奖4注833万 花落3地
当期双色球头奖 4 注，单注奖金

为 833 万多元。这 4 注一等奖分落 3
地，其中江苏 1 注，浙江 2 注，广西 1

注，共4注。
二等奖开出 170 注，单注金额额 99..88

万多元万多元。。其中其中，，上海上海、、宁夏各中出宁夏各中出 2323
注注，，排名第一排名第一；；广东中出广东中出1414注注，，排名第排名第
三三；；四川中出四川中出1313注注，，排名第四排名第四；；广西中广西中
出出1010注注，，排名第五排名第五；；其他地区二等奖均其他地区二等奖均
在在 1010 注以下注以下。。当期末等奖开出当期末等奖开出 13041304
万多注万多注。。

当 期 红 球 号 码 大 小 比 为当 期 红 球 号 码 大 小 比 为 33：：33，，
三 区 比 为三 区 比 为 11：：22：：33；；奇 偶 比 为奇 偶 比 为 44：：22。。
其中其中，，红球开出一枚重号红球开出一枚重号 2323；；一枚一枚
斜连号斜连号 0808；；两枚隔码两枚隔码 1313、、2727；；蓝球则蓝球则
开出开出 0808。。

奖池奖池66..6969亿元亿元
当期全国销当期全国销量为量为 33..44 亿多元亿多元。。广广

东东（（不含深圳不含深圳））当期双色球销量为当期双色球销量为

3275 万多元，高居第一，浙江以 2695
万多元的销量位列第二，山东以2051
万多元排名第三，江苏以 2003 万多
元排名第四，广西则以 1596 万多元
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6.69
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2元中
得1000万元。

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双色球2017043期开奖号码08 13 16 23 27 31 08 3D 2017099期开奖号码0 4 6
七乐彩2017042期开奖号码 01 07 08 11 17 19 28 12

双色球043期：08双开 头奖4注833万奖池6.6亿
来源：中彩网 编辑：甘孜福彩分中心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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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延寿
东北大米减产量增品质市场更欢迎
随着气温升高，4月中旬的东北黑土

地已松软适度。51岁的张静国已备好秧
苗和肥料，再过几天就要下地开工。

他是哈尔滨市延寿县六团镇东安村
的种粮大户，有近200亩水田。多年来，张
静国一直种水稻。今年他打算尝试一种
叫“916稻花香”的新品种。

黑龙江是我国最大的商品粮产区。
由于口感好，香味浓，东北大米一直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而张静国的眼光更长远
些，他想要通过更新品种，走一条不重产
量重效益的路子。

“这是晚熟品种，亩产800斤，虽然比
早熟品种减产200斤，但是稻米口感好，一
斤的市场价格要高出5毛钱。”张静国说，
只有打好市场牌，才能算好增收账。

减少低端供给，拓展中高端供给，是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内
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粮食作物要
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确保口粮绝对安全，
重点发展优质稻米和强筋弱筋小麦。张

静国正是按照这一政策的导向做出了新
的选择。

安徽黟县
茶产业拓展价值链
春茶翠旗展。4 月正是这里的新茶

季。美溪乡庙林村村民汪冬琴正在茶园
忙碌。她家有8亩茶园，其中４亩多产茶，
另外的３亩多地今年栽上了新茶苗，是品
质更高的茶树品种。

“以前各家各户的茶叶都是大路货，
卖给小贩，价格低还不好卖。”汪冬琴说，
自从加入合作社后，统一技术指导，统一
施肥，统一绿色防控，统一销售，茶叶产量
比原来提高了一成、单价提高了二成，也
不愁销路了。

汪冬琴所在的合作社有500多农户，
种了3000多亩有机茶。合作社理事长李
明智说，该社的主打品种已通过有机茶认
证，合作社成立的农业公司负责茶叶加
工、销售、品牌运营，注册了商标品牌，还
与大学合作研发出秋茶品种。

从采茶到赏茶，是这个合作社近几年
拓展茶产业价值链的一个新尝试。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产业。体验式消费正是这家合作社
的一大新主业。李明智说，他们开发采茶
等农事体验活动，加上餐饮、住宿等，吸引
了众多游客，去年参与农事体验活动的就
达2万人次。

除了茶产业，在黟县，粮油、蔬菜等产
业也正在和旅游融合发展。去年全县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收入达59亿元，接待
游客700多万人次。

云南晋宁
红土地上绿意更浓
4 月中旬，云南晋宁县的黄瓜、番

茄等蔬菜已成熟。采摘、装筐一气呵
成，农民陈贵忠的心情如近日天气一
样“火热”。

“现在的菜价不错！”陈贵忠说，这得
益于他参加了合作社，有蔬菜收购的保底
价，也不用担心销路问题。

陈贵忠参加的合作社是晋宁县一家
欢专业合作社，以蔬菜种植为主。合作社
与云南春天国际农业集团签订了协议，按
照公司标准生产。这家公司有15万亩合
作生产基地和2万亩自有基地，年产蔬菜
超过40万吨。

公司提供质量标准和销售渠道，由合
作社组织规范化生产，打造一条提升蔬菜
品质的生产链。一家欢专业合作社社长
晋松琼说，过去依靠大水大肥种菜，合作
社成立后推广绿色种植模式，严格控制化
肥农药使用。

“合作社培训后才意识到过量用化肥
的危害。”陈贵忠说，以前自己种菜时不好
掌握用量，为了增加产量往往化肥施得太
多、菜叶经常“烧糊”，长此以往还导致土
壤板结。

现在他增施有机肥，虽然每亩成本增
加了几百元，但是施一次可以种两茬，实
际成本并没有增加多少，而品质却大为改
善，卖价也因此高了许多。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
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如今，各地像晋宁
这样的蔬菜种植区，很多都在进行一场绿
色新变革。

广东廉江
人工成本上涨，种粮大户犯难
眼下，湛江市廉江市营仔镇基围头村

的早稻已苗青秆壮，生机盎然。
68岁的村民孙素曾获全国种粮大户

称号。他1996年开始承包土地种粮，从当
年的20亩增加到2003年的200多亩、2006
年的 350 亩，此后又逐渐减少，今年减到
320亩。

为啥不种那么多了？他说，年纪大
了，而雇人的成本越来越高。老孙算了笔
账：一亩水稻的种子、化肥、农药、人力等
成本是 850 元到 900 元，收获约 750 斤稻
谷，早稻每斤卖1.35元、晚稻1.38元，一亩
挣150元到200元。一年种两季，300亩地
一年大约挣五六万元。

老孙说，人力越来越难请，所以今年
他选择直接播种的方式种水稻——这种
方式一人一天可以播种五六亩，如果是人
工插秧，一个人每天只能种8分田。

到了收获季节，他要请20多个人、晒
谷子时又要请七八个人，一个人一天100
元还不容易雇到，尤其6月种晚稻时，雇人
的价格即使给120元一天，还要看人家给
不给面子。

请到的大多是哪些人？老孙说，多
数是 60 岁以上的妇女，要是上了 70 岁
的，他也不敢雇，怕身体出问题。而孙素
和村民的土地流转合同还有一年到期
了。之后，他说要看身体情况再决定要
不要继续种下去。

雇人难的情况在当地是个普遍现
象。目前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率超过65%，农业机械在许多地方已成为
春耕主角。但在这里，仍处于人工向机械
化转变之中。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农机
购置补贴政策，加大对包括粮食在内的
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所需机具的补贴
力度。老孙的顾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
得到解决。

种什么？怎么种？如何卖？
——从田间地头看农业供给侧改革新变局

超级大乐透自第17044期（4月17日晚20点10分开
始销售，4月19日开奖）起至第17063期（6月3日开奖）
止，将开展总金额高达5亿元的大派奖活动。其中，2亿元
用于一等奖派奖，3亿元用于固定奖（四/五/六等奖）派奖。

一等奖派奖2亿元
每期派奖1000万，持续20期

自超级大乐透第17044期（4月17日晚20：10开始销
售，4月19日开奖）起，每期安排1000万元用于一等奖派
奖，共持续20期，派奖总额2亿元。派奖期间，中得当期超
级大乐透一等奖者，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派奖奖金由当
期所有一等奖按照中奖注数均分，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
照游戏规则规定比例分配。基本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
限额500万元，追加投注单注派奖奖金最高限额300万元。

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或者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
数均分后有结余，则当期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与下
一期安排的1000万元派奖奖金合并后派奖；若派奖最后
一期计奖后，一等奖派奖奖金仍有结余，则结余奖金顺延

至下一期，直至一等奖派奖奖金派送完毕为止。
也就是说，彩友们2元投注最高可中1500万，3元

投注最高可中2400万。
固定奖派奖3亿元

追加投注，四/五/六等奖全面派奖
固定奖的派奖规则为：自第17044期起，一次性安

排3亿元用于进行追加投注的固定奖派奖。派奖期间，
进行追加投注的基本投注，若中得当期四等奖、五等
奖、六等奖，则同时中得派奖奖金，单注派奖奖金依次
为：100元、5元、5元。

固定奖派奖将持续至3亿元奖金派完为止。若结
束固定奖派奖时，奖金余额不足以支付当期固定奖派
奖，则从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中调拨补足，固定奖派奖
活动于当期结束。

也就是说，采用追加投注中得四等奖、五等奖或六
等奖，则对应奖金将比2元基本投注时翻倍，依次为400
元、20元、10元。（陈敏）

3元最高可中2400万 固定奖全面派奖

体彩大乐透启动5亿大派奖

用更绿色高效的生产，提供更能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农产品，同时让生
产经营者获取更稳定的收益，这是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题中之义。

从种植结构调整到生产、经营方
式创新，新华社记者日前到各地田间
地头采访，记录了这个春天农业变革
的新气象。

当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号跑道进
行了首次高速滑行测，测试顺利，跑道高滑测试是大飞机首飞
前的最后一关。目前，首飞前的各项技术测试工作正在有条
不紊的展开。

4月16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4号跑
道进行首次高速滑行测。 新华社 发

国产大飞机C919完成
首次跑道高速滑行测试

泼水节
宋干节也称泼水节，是泰国、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新年。
4月11日，在泰国大城举办的迎接宋干节的庆祝活动上，游客向

一头大象泼水。

奇山秀水闯天下
重庆市武隆区地处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武隆拥有仙女山国

家森林公园、后坪天坑、芙蓉江等200多个景区。
4月15日，在武隆区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天坑寨子景区

内，演员在表演当地民俗节目。

缤纷花帽迎接复活节
当天是西方传统节日复活节，人们头戴精心制作的花帽参加一

年一度的花帽游行。4 月 16 日，在美国纽约，两名女子参加复活
节花帽游行。 （本栏据新华社发）

丹巴县梭坡乡莫洛村民杨正兴，身份证为513323197606184015，
男、藏族，于2017年3月18日18时在丹巴县梭坡乡派出所对面新桥大
桥处捡到一个男婴，并在2017年4月13日09时35分向丹巴县公安局
格宗派出所报案，2017年4月14日，杨正兴持捡拾弃婴（儿童）报案证明
到县民政局，现按照收养程序刊登寻亲公告。

丹巴县民政局收养工作联系人：张继琼 联系电话：
15183600808 杨正兴 联系电话：18783674946

丹巴县民政局
2017年4月18日

弃婴公告

刘丽、刘平波于2015年11月25日，在成都市青羊区日月大道
一段 978 号成都青羊万达广场购买 1 栋 3 楼 349 号铺面交定金
10000元收据（票号：0006278）遗失作废。

巴塘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督管理局发食品经营许可证本，
编号：JY25133350000218遗失作废。 巴塘县成都新建饭店

四川省司法厅发公证机构正本，证号：2232011989168 遗失
作废。 四川省雅江县公证处

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局在中国农业银份有限公司康定市支行
开 立 的 预 算 单 位 专 用 存 款 账 户 银 行 开 户 许 可 证（账 号 ：
575101040013055，核准号：Z6810000008802）遗失作废。

甘孜藏族自治州旅游局
白玉县工商局发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513331600008310遗

失作废。 ****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为：06676300—0遗失作废。 九龙县利翔种植养殖专业合作社
四川鸿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在农行稻城县支行开立的支行为

589101040006137的账户，两枚银行预留印鉴章，名称为（I）四川鸿
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稻城县稻城亚丁公路续建工程项目部（2）刘
泽的印鉴章遗失作废。

四川省甘孜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为：32699744—5遗失作废。色达县金马宝盆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理塘县工商局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3334600031635
遗失作废。 和平便民店

公章“康定县对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编号：5133210003211遗
失作废。 康定县对国外藏胞工作办公室

白玉县工商局发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13331000000446遗
失作废。 邓斌

遗失启事

▶

▶

▶
▶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