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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七乐彩全国开奖公告

第2018073期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

05 07 09 13 17 18 25
特别号码

23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全国中奖注数
3
12
309
946
9714
15393
104332

青海省中奖注数
0
0
1
6
39
58
416

每注奖金（元）
1208175
20959
1627
200
50
10
5

全国本期销售总额：7889160元
青海本省投注额：24386元

中奖号码: 5 3 0

青海省销售总额：660906元
青海省中奖情况：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包选三全中
包选三组中
包选六全中
包选六组中
通选一等奖
通选二等奖

和数8
1D

猜1D中1
猜1D中2
猜1D中3

2D
猜2D两同号
猜2D两不同

猜大小
猜三同
拖拉机
猜奇偶

中奖注数
352
0

325
0
0
0
1
0
0
1
12
0
0
0
4
0
4
0
0
0
0

单注奖金额（元）
1040
346

173
693
173
606
86
470
21
23
10
2
12
230
104
37
19
6

104
65
8

中奖总额（元）
366080

0

56225
0
0
0
86
0
0
23
120
0
0
0

416
0
76
0
0
0
0

中奖总金额：423026元

中国福利彩票3D青海省开奖公告
第2018169期全国联网体育彩票“排列5”

奖 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
120注

每注奖金
100000元

应派奖金合计
12000000元

第18169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9603086元
开奖结果：7 1 6 9 0

本期中奖情况

245047355.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2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第18169期开奖公告
本期全国销售总额：14886396元
本省（区、市）销售金额：82632元
开奖结果：7 1 6

本期中奖情况

投注方式
直选
组选3
组选6

全国中奖注数
6824注

0注
6990注

本地中奖注数
122注

0注
29注

单注奖金
1040元
346元
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青海省）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2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全国联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73期开奖公告

投注总额：201563745元
开奖结果： 前 区 后区

13 19 24 25 29 02 08
本期中奖情况

奖等级别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合计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基本

追加

中奖注数

5注

2注

118注

33注

1158注

448注

36835注

14153注

680628注

269062注

6001759注

-

每注奖金

7758350元

4655010元

67694元

40616元

2542元

1525元

200元

100元

10元

5元

5元

-

应派奖金合计

38791750元

9310020元

7987892元

1340328元

2943636元

683200元

7367000元

1415300元

6806280元

1345310元

30008795元

107999511元

5972044398.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8月24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280204.8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报讯（通讯员 西宣政） 6 月 22 日下
午，城西区召开全区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暨
中央环保督察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
会议指出，西区将把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
改工作作为履行政治责任、落实政治任务
的全面“体检”和重大考验，作为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扎实推进“两个绝对”具
体化的实践检验，以更坚定的决心、更严
格的标准、更务实的举措、更过硬的作
风，不折不扣地全面完成整改任务。

会议指出，全国和省市生态环境保护
大会精神为西区推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
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区，谱写新时代幸福
西宁城西篇章提供了“金钥匙”和“指南
针”，指明了思路目标和路径方式。全区各
责任单位要把此次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工作作为履行政治责任、落实政治任务的
全面“体检”和落实工作的具体考验，坚
持“一个问题一套方案、一个方案一套班
子”和 “六个不放过”原则，以群众的真
实感受为检验标准，逐一对照整改销号，
常态化开展地毯式的检查排查和“回头
看”，深挖各种问题，主动整改，切实提高
生态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实效性。

围绕市委安排部署的六个方面攻坚任
务，结合西区实际，坚决打好打赢污染防
治的“三大战役”。一是蓝天保卫战。扎实
推进“西宁蓝”建设行动，着力加强施工
工地和道路扬尘、居民散煤采暖、渣土车
运输和“散乱污”企业等污染源的治理。
严格落实“环保+N”联合执法机制，紧盯
道路扬尘污染抓管控。二是治水整体战。
探索河长与职能部门的衔接机制、与群众
的互动机制，通过周边基础设施建设、截
污纳管、河道清淤、周边管线清淤及加强
日常管理等系列整治措施，切实巩固提升
区域内水环境质量。三是乡村环境综合整
治持久战。结合推进乡村振兴，以农村垃
圾、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在城乡环
卫一体化的基础上，探索推进城乡环卫、
市政、绿化、执法“四位一体化”改革，
大力推进农村厕所革命与农村治污设施建
设，显著提升西区农村人居和生态环境。

会议要求，全区上下要坚持生态优
先、发展率先的理念，进一步理清发展思
路、找准主攻方向，坚定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一要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把产业转型和城区转
型结合起来，紧紧围绕创新驱动、生态保
护、民生事业等绿色产业项目，不断优化
提升产业布局、产业效益，为人民群众创
造和分享更多的“绿色福利”。二要加快发
展现代服务业。全力推进商贸、金融、旅
游和文化组团式融合发展，用好“青洽
会”“城洽会”等招商平台，在金融保险、
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方面重点招商，推
进创新创业向更大范围、更高层次、更深
程度发展。三要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环境
承载力。抓住项目建设黄金季，加快推进

“城市双修”和海绵城市建设，城乡道路、
农贸市场、城市“绿道”、街头绿地等“微
建设”，精细化做好城区绿化、美化、亮
化、净化以及城区公园日常管护工作，实
行路面、立面、水面等立体保洁全覆盖，
多管齐下加快推进火烧沟生态治理与修复
进度，将火烧沟生态修复综合治理项目打
造成绿色发展的示范工程，让绿色生态成
为西区最鲜明特色。

西区：打赢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本报讯（记者 张弘靓）6月21日，记者从
省地质调查院了解到，门源县岗什卡发现一
处国家级现代冰川遗迹，并在此处发现一处
碳酸盐岩地貌——钙华台地，亦称为“七彩
瀑布”。

当日，记者跟随省地质调查院前往我省
新发现地质遗迹——门源县岗什卡现代冰川
地质遗迹。已是盛夏的岗什卡雪峰寒气逼
人。据省地质调查院“西北地区重要地质遗

迹调查”（青海）子项目负责人张小永介绍，门
源县岗什卡现代冰川地质遗迹位于门源县岗
什卡雪峰，岗什卡雪峰为冷龙岭主峰，是祁连
山脉东段的最高峰，岗什卡海拔5254.5米，面
积约450平方公里，其上发育的现代冰川总面
积为81平方公里。除目前见到的终年不化的
现代冰川外，此地留存有大量倒数第二次冰
期、末次冰期活动的遗迹，属世界级地质遗
迹。岗什卡钙华台地（“七彩瀑布”）遗迹所处

三级构造单元属于走廊南山岛弧。岗什卡现
代钙华景观主要包括钙华台地、藻滩、钙华瀑
布、钙华彩池等形态。钙华台地呈带状，长度
约200米，宽度为20至50米。承载钙华台地
景观的地质体主要为灰-灰白色灰岩，钙华台
地形成时代为第四纪。

记者在钙化台地处看到，钙华台地上游
沿山谷有多处泉眼，泉水呈无色透明，温度在
20℃左右，流量较小。台地东侧陡坎处形成
高度不等的瀑布群。台地表面雪白的钙化层
层叠叠，而泉台被苔藓和微生物染成了翠绿
色，外加褐色的铁质薄膜。

据张小永介绍，在冬季，台地边缘倒挂白
色的冰柱会形成七彩斑斓的瀑布景观，观赏
性极佳。基岩表面局部形成钟乳石，多见一
层乳白色的结晶体。台地前缘形成台幔。从
泉水口到河中的碎石上，皆留下了以红褐、碧
绿、雪白、灰白色为主的五彩缤纷的钙华。

据悉，我省首次开展了省域重要地质遗
迹调查，基本摸清了青海省重要地质遗迹资
源家底；首次建立了青海省地质遗迹的分类
体系，全面摸清了青海省地质遗迹类型；新
厘定出可供详查和地质公园建设的地质遗迹
集中区22处；首次对新发现和核实的225处
重要地质遗迹进行了鉴评，厘定出世界级地
质遗迹10处，国家级地质遗迹66处，省级
地质遗迹165处，推动了青海省地质旅游发
展与地质遗迹的保护进程，为建设地质公
园、科普基地，发展地质旅游文化村、旅游
地质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探索了地方精
准扶贫新方法、新途径。

本报讯（记者 施翔）为全面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系列重要指示
精神和省、市、区委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部
署，根据省市妇联安排，深入推进巾帼脱贫

“六大行动”，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
妇女脱贫致富梦想，东区妇联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全力推进

“两个绝对”具体化落地见效，促使全区更多
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帮助家庭增收致富，联合
西宁市妇联、西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举办了“夏
都月嫂”培训班，辖区50名贫困妇女参加了此
次培训。

据介绍，本次活动旨在帮助广大妇女群

众掌握和提高专业的母婴护理技能，从而使
母婴得到更加专业、科学、安全、优质的护理
服务，也帮助培训人员掌握一技之长，寻找合
适的工作岗位，从而增收致富，改善生活。这
对于进一步提高该区广大贫困妇女的就业技
能、创业能力，增加家庭收入、促进社会和谐
具有重要意义，是服务妇女、服务家庭、服务
社会的具体体现。

此次月嫂培训班时间为5天，培训班上，
专业讲师从月嫂职业道德、产褥期母体生理
变化、产褥期家庭护理、产褥期常见症状及处
理、母乳喂养知识和技能、儿童保健基础知识
等常见知识进行讲解，通过鲜活的案例，与广

大学员分享了宝贵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给予
了中肯的建议与积极的指导。学员们认真学
习，积极讨论，培训效果十分明显。

下一步，城东区妇联在进一步推进“两个
绝对”具体化中，将积极引导社会形成正确认
识月嫂行业、尊重家政劳动者的良好风气，探
索“精准扶贫+巾帼创业就业”新思路，为贫困
妇女开辟一条新的就业渠道，引领广大妇女
为助力全区精准脱贫贡献巾帼力量。

本报讯（通讯员 中宣）为进一步推动全
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有效落
实，城中区制定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夯实党风
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三级压力传导机制的意
见》，建立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三级压力
传导机制，层层压紧压实“两个责任”，切实把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落到实处，推进全
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

明确责任清单，量化责任目标。各级党
组织对“两个责任”具体任务、目标要求和主
要措施等进行细化和程序化，理顺职责关系，
清晰责任边界，制定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和监督责任清单，使得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

一目了然，切实解决“谁来干”“干什么”的问
题，推动责任落实由“虚”化“实”。

健全报告机制，逐级压实责任。区委每季
度听取一次区纪委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
任情况汇报，每半年召开一次全区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两个责任”工作推进会；各镇、街道党
（工）委书记每季度向区委、区纪委汇报一次本
地区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情况，区委
各部门、区直各单位每季度向区委、区政府分
管领导汇报一次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落实
情况，各派驻纪检组每季度向区纪委汇报一
次督促驻在单位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
任”工作情况；各镇、街道党（工）委每季度听取

一次本级纪（工）委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落
实情况，每半年对村、社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情况进行检查，推动责任落实。
建立考核机制，助推制度执行。将落实

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三级压力传导机制
纳入全区党风廉政责任制考核内容之一，考
核情况作为各级党组织班子及其成员业绩评
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以进一
步强化各级党组织责任意识。

强化监督问责，确保责任落实。建立压
力传导机制工作督查制度，采取随机抽查、定
期检查、明察暗访等多种形式，经常性开展监
督检查，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

门源岗什卡发现国家级现代冰川遗迹

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加快打造绿色发展样板城市
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奋力建设新时代幸福西宁

中区三级压力传导机制

夯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

东区为贫困妇女开辟就业新渠道

脱贫攻坚
西宁在行动西宁在行动

图为门源岗什卡发现的国家级现代冰川遗迹图为门源岗什卡发现的国家级现代冰川遗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