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注二等奖得主现身：
能中奖就已经很开心

10 月 22 日 ， 双 色 球 第
2015124期开奖，我省衡阳彩民
采用单注10倍倍投的方式，幸
运中得了当期双色球二等奖10
注，奖金190余万元。10月27日
一大早， 中奖得主张先生在家
人的陪同下来到省福彩中心办理
兑奖。
根据家人生日选取号码

张先生虽然很年轻， 但购
彩历史已有七八年， 是一位名
副其实的“老彩民”。据他介绍，
接触福利彩票这么多年来，尤
其对双色球情有独钟， 几乎每
期都会去买几注， 现在家里积
攒的双色球彩票可以说已经
“不计其数”。

张先生的这张中奖彩票采取
的是单注倍投的方式， 问及选这
组号码的缘由， 他表示这是根据
四位家人的生日组合而成， 并且
已经守了好几年，这次终于“修成
了正果”。
中二等奖依然满足开心

有句古话说， 命里有时终须
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虽与高达数
千万元的大奖擦肩而过， 但张先
生依然表示很知足， 他说：“比起
大多数还没机会走进兑奖大厅的
彩民来说，我已经是幸运的人了，
如果只想着失去的， 而不想着自
己现有的和得到的， 那生活岂不
充满了抱怨和不满。”

至于奖金的后续规划，张先生
表示暂时还没想好，但首先有一点
可以肯定，那就是拿出一部分来改
善家人的生活条件，让全家人一起
感受到福彩带来的幸福。

■冯长治

集装箱

10月26日晚， 超级大乐
透迎来第15125期开奖，头奖
终于停下了连续开出的脚
步，当期头奖空开，二等奖则
开出66注，每注奖金10.35万
元， 其中15注进行了追加投
注， 每注多得到追加奖金
6.21万元。 我省彩民则未停
下自己的中奖步伐，1注二等
奖花落邵阳市4305049406
体彩投注站。

据统计， 截至10月24日
第15124期开奖，超级大乐透
连续24期开出头奖， 虽然一

直以来超级大乐透就是“中
国彩市大奖领导者”，但这样
长时间不间断地开出大奖的
情况也并不常见。 在这24期
开奖中，共开出头奖71注，共
送出千万大奖34注， 其中有
21期都至少开出了1注1000
万元以上的超级大奖。可就是
在被千万大奖的连续“冲击”
下， 大乐透奖池不仅丝毫没
有下降， 更是一路上涨不断
创下新高， 目前奖池已上涨
至16.76亿元，冲破17亿大关
指日可待。 ■通讯员 蒋晓琴

本报讯 10月27日，清
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
中心召开2015中国消费金融
论坛， 并发布国内首份消费
金融研究报告。论坛上，清华
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 著名经济学家李稻
葵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中国消费信贷规模
与国家经济总量存在巨大缺
口，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收入
见长的蓝领工人有着旺盛的

消费需求， 他们有望成为未
来一段时期内消费主力。在
经济新常态特别是经济增长
放缓背景下， 消费信贷将逐
步成为稳定经济增速的新引
擎。以捷信为例，该公司主要
向中低收入人群和草根用户
提供消费贷款服务， 平均单
笔贷款额度约为3400元，为
部分较难获得银行贷款的人
群提供了信贷消费的可能。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喻晗

消费金融成经济发展新引擎

超级大乐透
奖池16.76亿元再创新高

“面对面”通话，主叫1元1分钟
我省率先推出4G+视频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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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首推 “三真承诺两
大保障” CEO 李俊涛：
双 11家电主场在国美在线

10 月 26 日， 国美在线在
京召开“真战 11.11” 新闻发布
会，CEO 李俊涛宣布在 10 月
28 日提前打响双 11 揭幕战，
之后超市低价节、手机尖叫节、
彩电疯抢节、 真战 11.11 等专
场一直延续到 11月 12日。

据了解， 此次活动除了有
家电不止 5 折、 抢免单、 发红
包、 抽现金等全民全网普惠活
动外， 国美在线还针对历年双
11 消费者集中投诉的假货水
货、价格欺诈、物流延迟三大痛
点，在业内首推“真品质、真低
价、真快速” 三真承诺，加上

“贵就赔、晚就赔” 两大售后保
障，全力打造双 11 当之无愧的
家电主场， 用户网购家电首选
平台。

凭借供应链整合与成本控
制， 国美连续十个季度都是大
幅盈利， 不会牺牲供应商利益
来维护电商平台的利益， 更加
不会无视消费者权益， 而是力
求实现供应商，零售商，消费者
三者共赢。 国美在线提出的
“三真两赔” ，也有望引领电商
行业双 11 摒弃华而不实的炒
作， 回归真正为消费者服务的
零售本源。

举家出游 东风标致 408让您尽享品质
上市一年以来， 以出色的综合优

势，赢得“十万男神” 信赖的东风标致
408 不失为家庭出游的绝佳首选，其
“越级” 的品质之享，通过动力、空间、
配置的全面打造，为人们出行的每一刻
带来了无所不在的便捷、舒适与安全。

多种动力选择足以满足不同消费
者的动力需求， 为出行带来绝佳的体
验。 1.2THP 在今年的国际发动机大奖
评比中在 1.0L-1.4L 组别中脱颖而出，
是“小 T 大作” 的卓越典范，拥有不逊
色于主流 1.4TSI 的动力水平；1.6THP
更是连续八年斩获国际发动机大奖，动
力强劲，让您在路途中更彻底地领略速
度与激情的快感；兼顾动力与燃油经济
性的 1.8L� CVVT， 动力可以匹敌 2.0L
发动机，油耗却比肩 1.6L 发动机，堪称
黄金主流发动机。

除了 3 款发动机外， 408 还配备

了“STT 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 ，形成
“T+STT 高效动力” ，不仅赋予了路途
中 408 不断前行的强劲动力，也让油耗
一降再降，让人们享受更经济、环保的
出行体验。凭借超越同级的节油环保动
力，408� 1.6THP和 1.2THP两款车型成
功入选节能惠民车型， 享受 3000 元国
家优惠补贴。

既然是出去玩， 当然开
心、舒适比什么都重要。 东风
标致 408 不仅拥有强劲的动
力， 还有越级的超大空间，同
时搭载 “All� in� One 集成触
控” 、“3D� Safety 三维安全” ，
让您的行程更加舒适、安全。

在人们最关注的安全性
上，408“3D� Safety 三维安全”
通过全 LED 大灯、ESP9.0、盲
区探测、胎压监测系统等科技

配置的搭载， 实现了预防安全为主，主
动安全随时介入、被动安全有备无患的
全方位安全系统，出行中的安全隐患都
被逐个击破，行程得到了全面的保障。

强劲的动力、宽敞的空间，以及无
所不在的安全、便捷与舒适，无微不至
地关注着行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东风标
致 408成为您旅行的最佳选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证法》、《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
法》、《长沙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长沙市城区公证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长政
办发〔2015〕5号 )的要求，现将
我市城区公证机构设置情况通
告如下：

一、 撤销湖南省长沙市蓉

园公证处（原湖南省公证处）、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公证处、湖
南省长沙市天心公证处、 湖南
省长沙市岳麓公证处、湖南省长
沙市开福公证处、湖南省长沙市
雨花公证处，保留湖南省长沙市
长沙公证处（以下简称长沙公证
处）， 新设立湖南省长沙市星城
公证处（以下简称星城公证处）

和湖南省长沙市麓山公证处（以
下简称麓山公证处）。 长沙公证
处、星城公证处、麓山公证处均
为独立的事业单位法人，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 的规
定行使公证证明职能。

二、 长沙公证处设在长沙
市雨花区劳动路梓园大厦二
楼， 电话：0731-85521512。星
城公证处设在长沙市开福区东
风路248号鸥波大厦商业裙楼
五楼， 电话：0731-85533072。
麓山公证处设在长沙市岳麓区
奥克斯广场环球中心A座15楼，
电话：0731-88925757。

三、根据《湖南省司法厅关
于同意长沙市城区公证机构设
置调整的批复》（湘司函〔2015〕
4号）的规定，芙蓉区、天心区、
岳麓区、开福区、雨花区等统一
为一个公证执业区域， 长沙公
证处、星城公证处、麓山公证处
依法受理该执业区域范围内的
公证事项（含涉外及港澳台公
证业务）。

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监督电话： 长沙市司法局公证
工作管理处，0731-85409831。

长沙市人民政府
2015年9月25日

长沙市人民政府
关于长沙市城区公证机构设置情况的通告

经济信息

10月27日， 湖南移动公司
发布消息， 湖南将在国内率先
推出4G+高清语音业务。 这也
意味着移动手机用户将实现
“面对面”打电话。

据湖南移动方面介绍，4G
高清语音与传统打电话的方式
一致，直接拨号码就可连通，而
类似微信等互联网语音是以
APP的方式呈现。同时，4G高清
语音可以实现与其他手机号
码、固话用户的直接互通，且其
有专门的服务质量保障机制，
业务质量将高于互联网语音。
此外， 使用该业务不需要更换
号码，只需免费换4G卡和使用
4G高清语音功能的手机即可。

记者了解到， 湖南移动是
全国首批实现4G高清语音全
省商用的省份之一， 预计全国
可在2016年年初实现全部商
用。截至2015年10月，湖南移
动共建成4G基站近5万个，4G

信号实现湖南全省城市和乡镇
全覆盖， 目前已完成全省14个
市州的4G+高清语音技术网络
信号覆盖。

然而， 对于消费者来说，更
关注的是资费。湖南移动介绍，
高清语音通话与普通的打电话
资费一致，不过，4G+高清语音
视频通话主叫1元/分钟， 国内
被叫免费（不含港澳台地区）。
值得提醒的是， 消费者想要拨
打视频电话， 需要主被叫双方
都有具有4G高清语音功能的
手机， 同时是湖南移动4G客
户， 并且开通了“4G+高清语
音”功能。

湖南移动表示， 针对第一
批尝鲜客户，每月将赠送100分
钟时长高清语音通话和500分
钟时长高清视频通话， 可以通
过移动营业厅或10086进行报
名办理。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刘倩 通讯员 陈凡军

我省率先推出4G+视频通话，主叫每分钟1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