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月 28 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
游戏进行第2018100期开奖。当期双色
球红球号码为 02、11、14、15、29、33，蓝
球号码为02。

头奖3注1000万元 花落3地
当期双色球头奖 3 注，单注奖金为

1000万元。这3注一等奖花落3地，河北
1注，山东1注，河南1注，共3注。

二等奖开出 91 注，单注金额 23 万
多元。其中，湖北中出10 注，排名第一；
浙江中出9注，排名第二；山东中出8注，
排名第三；江苏、广西分别中出 6 注，并
列排名第四；此外，其他地区二等奖均低
于6注。当期末等奖开出867万多注。

当期红球号码大小比为 2:4，三区
比为2:2:2；奇偶比为4:2。其中，红球开
出一枚重号14；两枚隔码11、29；一组二
连号 14、15；三枚斜连号 02、15、33；蓝
球则开出02。

奖池10.47亿多元
当期全国销量为3.09亿多元。广东

（不含深圳）当期双色球销量为 2862 万
多元，高居第一；浙江以 2524 万多元的
销量位列第二；山东以1879万多元排名
第三；江苏以 1772 万多元排名第四；四
川则以1503万多元排名第五。

计奖后，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10.47
亿多元，下期彩民朋友将有机会 2 元中
得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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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以中彩中心当期开奖结果为准
公益投注 量力而行！

双色球2018100期开奖号码02 11 14 15 29 33 06
3D 2018233期开奖号码 5 7 9
七乐彩2018100期开奖号码 01 04 07 10 16 19 29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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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步小康气象新
（上接第一版）

良好的法治秩序是社会和谐的坚实保障
和幸福生活的强力支撑。今年以来，我州继续
把实施依法治州战略作为实现全州长治久安
的重要抓手，统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
司法”，坚持“依法治理、主动治理、综合治理、
源头治理”，全力将甘孜各项事业纳入法治轨
道，并取得显著成效。截至7月中旬，我州已查
处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微腐败”案件138
起、“四风”问题108件，有力提升了执政水平；

《甘孜藏族自治州实施<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
育条例>的变通规定》正式颁布实施，《甘孜藏
族自治州河道采砂管理条例》启动制定，全州
法治根基得到进一步夯实；对20余项州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和3件州政府规范性文件
进行了合法性审查并提出意见建议70余条，
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共受理各类案
件3028件，结案率为69．82％，司法改革工作
得到有序推进；全州网格化服务管理平台共
处理各类事件25336个，受理矛盾纠纷1851
件，依法常态化治理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累
计开展各类法治宣传教育活动1602场/次，全
民法治素养得到显著提升。我州一名政法干
部在接受采访时直言：“经过大半年努力，依
法治国的甘孜实践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并展
现出了巨大效益。”

市场化推进产业富民
发展质量明显提高

今年夏天，炉霍县色科玛村的贫困户四
郎央金过得很开心——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高中毕业的她因没工作而苦恼，今年 6 月 1
日她成为了“宗塔七彩草原生态度假村”的
一名服务员，不仅每月有两千多元工资，还
可以和同乡的另外9名青年一同工作，一起
学习餐饮服务技能。

炉霍县宗塔乡拥有高品质的农牧资源
和旅游资源,但因未能进行产业开发，该乡
群众长期守着资源受贫困。去年，宗塔乡顺
应甘孜全域旅游飞速发展的形势，依托各种
产业发展支持政策，成立“炉霍县宗塔百姓
乐牧业有限责任公司”，并做出了打造一个
集帐篷酒店、帐篷餐饮、休闲娱乐、文化体
验、草原观光为一体的牧旅融合生态度假村
的决定。今年5月18日，度假村正式开业，受
到了各地游客和周边民众的热捧，截至7月1
日，已实现营业利润8万元。全乡干群的精神
面貌因此大受振奋。

宗塔乡的产业转型尝试只是我州大力
实施产业富民战略的缩影。

业兴方能民富,民富方为小康。今年，我州
共确定28大类、46项产业富民工作任务。大半
年来，我州各级各部门自觉践行新理念，按照

“后发也要高起点起步”的要求，瞄准市场需
求，坚持“规模化、品牌化、基地化”的发展方向
和“一优先、二有序、三加快”的产业发展思路，
大力推动各项产业富民举措落地见效；截至7
月中旬，46项工作任务中，有31项超额完成时
序任务，14项圆满完成时序任务。

截至7月底，我州共接待游客1086.6万
人/次，同比增长35.47%,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的51.7%；实现旅游收入112.05亿元，同比增
长40.85%，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53.35。上半
年，全州完成能源投资60亿元，统调电站上
网电量达 132 亿千瓦时；完成矿产业投资
6687.95万元（为计划量的203%），产出水泥
28万吨（为计划量的130%），处理原矿48万
吨（为计划量的 160%），甘眉园区实现产值
4.7 亿元；建成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80.52 万
亩、特色林业产业基地93515亩，新培育农民
专业合作社240个，预计实现农产品加工产
值1.7亿元。在特色文化业方面，“一核三区”
文化产业布局工作稳步推进，2018康定情歌
国际音乐节等系列文体活动成功举办。中藏
药业方面，上半年建成中药材基地 6.76 万
亩，生产制剂93.21吨，实现中藏药业总产值
5.19亿元。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州产业发展的市
场主体不断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品牌
推树不断进步、市场半径不断延展，全州经
济发展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

清单化推进交通先行
发展环境明显优化

今年 7 月 15 日，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
新闻》栏目在头条新闻位置，以《打通“最险
通乡路”我省藏区年内实现通乡硬化路全
覆盖》为题，报道了我州雅江县木绒通乡路
改建工程和牙衣河通乡路的建设情况。报道
称牙衣河通乡路建成后，该乡群众前往县城
的时间将从以往的 4 天变为 4 个小时，并指
出以上两项工程属于我州的最后一批通乡
通畅项目，今年甘孜将完成十多个通乡路建
设项目并完成全州通乡路建设任务。该报道
被多家媒体转载，引起广泛反响，社会各界
纷纷赞叹甘孜交通建设任务之艰巨、成果之
显著。

最后一批通乡通畅项目的稳步推进让
我州多个偏远乡镇迈上了全新的发展道路，
可谓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但是，完成最后一
批通乡通畅项目却只是今年我州实施交通
先行战略，优化发展环境的基本目标。

交通之于社会，“不通则痛、一通百通”，
所以社会发展必须交通先行。今年以来，我
州严格按照“进出通畅、成环成网、铁路公路
机场齐上”的要求，继续保持交通高位投资

势头，统筹“出州通道拓展、州内干线提升和
乡村道路升级”，着力构建“进出顺畅、互联
互通、四通八达、安全便捷”的立体交通运输
体系。

截至6月底，我州累计完成交通建设投
资56.14亿元，完成半年目标任务160.4%和
年度目标任务的50.3%。其中高速公路建设
完成投资9.02亿元，通乡油路及旅游道路完
成投资 2.45 亿元，通村硬化路完成投资
19.48 亿元，养护大中修项目完成投资 0.38
亿元，站点建设完成投资 0.19 亿元，格萨尔
机场完成投资2.08亿元，其它专项工程完成
投资0.07亿元。

据州交通运输局副局长丁虹介绍，为加
快打破交通落后的发展瓶颈，我州今年定下
了“所有的乡要百分之百通油路，所有的行
政村在今年争取通硬化路”的目标。目前，这
两项目标任务均顺利推动。另外，雅康高速
兴康特大桥已基本建设完成，海子山隧道已
安全贯通，稻城亚丁机场也新开通了多条航
线，过去大半年里，我州的交通条件得到了
大幅改善，发展环境得到了明显优化。

规范化推进城乡提升
人居环境明显美化

一栋栋美丽的藏房被一条条蜿蜒的联户
路相互串连，宛如一串串洒落草原花海的项
链；藏房四周，那一排排新栽的杉树和一片片
盛开的油菜，恰如项链上镶嵌的宝石与黄金；
每一栋藏房的院坝内，都有一个独立的太阳
能卫生间、几个美丽的花台、一些整齐堆放的
木柴和几件晾晒着的衣物；在几栋藏房前，小
孩们正在草地上嬉笑追赶，老人们在阳光下
聊着家常，一些刚从旅游大巴上走下来的游
客高兴得手舞足蹈……。7月下旬，记者来到
稻城县开展“走转改”采访工作，在该县色拉
乡八美村，记者目睹了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
而在稻城县城，记者也感受到了一个现代化
高原城市的气息，宽敞整洁的街道、停放规范
的车辆、规范统一的店招、大气美丽的路灯都
让人眼前一亮……。

行走在甘孜高原，靓丽的县城、美丽的
乡镇和精致的村寨随处可见，随着城乡提升
战略的深入推进，甘孜恰如一名亭亭玉立的
少女正越长越美。

抓好城乡提升不仅是改善人居环境和
发展环境的直接举措，而且对实现乡村振兴
意义重大。今年以来，我州上下继续瞄准“做
强县城、做优乡镇、做美村寨”工作目标，坚
持“七管齐下”和“四态合一”工作思路，从规
划、建设、管理、队伍、机制等方面多措并举，
努力推动城乡提升战略与乡村振兴战略无
缝对接，并取得了显著成果。

截至7月中旬，346项城乡提升建设任务
已有30项完工、121项超序时进度推进、73项
按序时进度推进，累计完成投资16.1亿万元；
全州治理乱搭乱建2198处、地乱象225处、污
水乱排100处、机动车违章停放4954起、施工
扬尘污染155处，清理规范违章广告1028块、
店招店牌 596 块、“牛皮癣”4187 处。同时，

“18+2”城市建设提升打造工程也推进有力，
理塘、甘孜、巴塘、新龙、雅江、乡城、稻城等县
县城的整体水平实现了质的提升。

条块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绿色屏障明显增强

8月2日至5日，第二届仓央嘉措诗歌节
在“世界高城”理塘举行，节会期间，让游客
嘉宾和新闻媒体赞叹不绝、争相宣传的除了
绚丽的文艺展演、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精彩的
诗歌论坛，还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理塘县在
植树种草、治理荒漠、保护水源等方面取得
的惊人成绩。一时间，宣传和赞誉理塘县草
原风光、公路美景和生态产业发展的新闻稿
件密集出现在省内外各类新闻媒体上。

理塘环境高寒却能因生态美景受到各
大媒体关注，这与该县认真实施生态文明战
略息息相关；而过去大半年里，甘地大地上
生态环境实现明显提升的并非只有理塘。

甘孜生态地位及其重要，但生态环境极
其脆弱。生态是甘孜的立州之本。今年以来，
我州以创建国家生态建设示范区，着力构建

“山顶戴帽子、山腰挣票子、山下饱肚子”的
立体生态格局为统领，以大规模绿化国土、
生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修复、生态产业发
展、生态文明改革等重点工作为抓手，大力
实施生态文明建设。

今年，我州共安排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项
目 204 个，投资 17.87 亿元。截至 6 月底，已
有70个项目超序时进度、133个项目达到序
时进度，其中有33个项目已超额完工、37个
项目已全面完成。“山清水秀的生态环境得
到了有力巩固，决策科学、服务深入、上下联
动、推进有力的全州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工作
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州林业局副局长
李洪在“六大战略”实施情况新闻发布会上
底气十足地说。

在上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州干部
群众的团结奋进下，过去大半年，我州“六大战
略”均显现出推动有力、成果显著的特征，而

“六大战略”的协调推进也有力弥补了全州发
展的短板。

今天，百万甘孜儿女正以昂扬奋进的姿
态，大步迈向“同步全面小康”这一幸福目
标，甘孜这块苍莽厚重的土地也正展示出崭
新的气象！

注销公告
甘孜州康巴孤儿失学儿童爱心救助协会申请协

会注销，请本协会债权债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45
日内前来办理有关手续，过期责任自。

甘孜州康巴孤儿失学儿童爱心救助协会
2018年8月30日

遗失启事
康定市公安局发513321199011080512的身份

证遗失作废。 汤林

圣洁甘孜喜迎全省民族体育运动健儿圣洁甘孜喜迎全省民族体育运动健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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