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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阳妹子喜中“福运红包”
一等奖20万元

11月3日， 岳阳市华容县
章华镇43104077福彩投注站
爆出刮刮乐“福运红包”一等奖
20万元。据悉，这位幸运彩民
是一位美女辣妈， 也是一位资
深的“刮迷”，基本上每天都会
坚持购买刮刮乐。3日下午，美
女辣妈带着萌娃来到投注站，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 一次就
购买了4张“福运红包” 刮刮
乐， 结果一不小心刮出20万，
这个突如其来的惊喜把她当时
就砸“晕”了。

长沙新手彩民小试身手喜
中“福运红包”20万元

11月9日， 临近下班时
间， 一位喜形于色的彩民在
43014406投注站业主的陪同
下赶到了长沙市福彩中心。
中奖当日是他生平第一次购
买刮刮乐。11月9日下午，他
途经长沙市开福区洪山桥1
号金和超市旁的43014406投
注站，便走进了站点。因为是

初次接触刮刮乐， 对于玩法
并不是很熟悉的他， 并没有
第一时间发现自己中了大
奖。 还是老板在对所有的刮
开票进行二次检查时， 才意
外发现了大奖。

捷报频传， 长沙彩民再次
收获刮刮乐20万大奖

11月16日，幸运的小伙子
小李（化名） 在朋友和4301
4818投注站销售员的陪同下来
到长沙市福彩中心兑取了自己
人生第一个20万元福彩大奖。
中奖当天， 休假的小李原本是
打算在家玩游戏， 在朋友的力
邀下才走出了家门。 路上朋友
随口说起最近颇为轰动的福彩
双色球的一个大奖弃奖新闻，
小李顺口接了一句， 说：“还有
这样的事情， 那我也去试下手
气”。于是两人结伴来到了福彩
投注站。 小李看了下展示柜里
的刮刮乐后，掏出40元购买了8
张面值5元的“福票”，刮完第三
张后发现中了20万元。

■王慧婷

这边是台湾旺旺、富士康、
英业达集团等落户湖南取得巨
大发展，那边是湖南企业“走向
台湾”为台湾发展添动力。在为
期6天的采访时间里，来自海峡
两岸的三十多家媒体对“智慧
湖南”进行了深入了解和充分报
道，并纷纷为湘台融合发展点赞
助力：各大媒体已累计发布新闻
稿400多篇。

“湖南智造”惊艳两岸

铁建重工的高端地下装
备、 中联重科的无人驾驶拖拉
机、博世工业4.0生产线、中南
大学的重金属污染防治成果
……联合采访团所到之处，都
是一片啧啧称赞声。

“印象最为深刻的是铁建
重工，从使用进口机具，到掌握
关键技术超越美日德， 再到产
品进入台湾， 为台湾基建添动
力，真是超乎想象。”近一周在
湖南的走访，台湾《指传媒》社
长游胜均感触颇多。

在中联重科的展厅中，公
司针对机械设备提供的智能化
服务水平更是令两岸媒体记者
惊叹。 通过中联重科的智能云
服务平台， 厂家可以随时了解
到设备在全国各地的运行情
况，更方便地提供服务保障；用
户可以第一时间获悉是否存在
故障以及保养方面的信息等。

“‘鱼米之乡’造出了如此
智能化的‘大国重器’，太厉害
了！”中国台湾网记者赵苗青如
是感叹。“湖南科技创新助推产

业升级， 促进着湘台两地融合
发展。”台湾中天电视台记者张
卉林表示， 回到台湾将制作新
闻专题片介绍湖南智造成果，
让台湾同胞深入了解智能化产
业发展迅速的长沙。

互动了解促湘台融合

采访期间， 联合采访团还
参观了湖南广播电视台、 长沙
创新设计产业园、 雨花区“非
遗”文化馆等。在湖南交通广播
直播间， 完备的交通路况实时
监控设备， 让资深台湾媒体人
直叹“太厉害了！”在长沙创新
设计产业园， 也有来自台湾地
区的设计师和企业入驻园区，
推动“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
深度融合。

湖南省台办新闻处处长杨
金定表示，2017年海峡两岸媒
体来湘联合采访活动走到了第
十四届， 从最初的一种新闻交
流尝试， 成为了湖南一个新闻
交流品牌， 逐步成为了推动湘
台经贸文化深度交流合作的一
个不可或缺的平台。

伴随着联合采访活动的连
续举办，湖南在台湾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日益扩大，湘台两地交流
与合作也在蓬勃发展，“湖南成
为了一个吸引台商放心投资、大
胆投入的‘黄金宝地’。湖南的
企业也开始到台湾投资， 实现
共赢。 这些既是举办联合采访
活动的初衷， 也是联合采访活
动强大生命力的所在。” 杨金定
如是说道。 ■记者 杨田风

本报11月21日讯 记者从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筹备组获悉，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已获中国银监
会批准筹建， 预计将于2018年上
半年正式开业。浙商银行长沙分行
（筹）近日发出招聘公告，将诚聘百
余名金融精英。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筹）发
布的公告显示，该行公开招聘个
人银行部负责人、风险管理部负
责人等管理人员以及对公客户
经理、营业部理财经理等普通员
工， 共有上百个岗位虚位以待。
有意向的应聘者可登录浙商银
行 招 聘门 户网 站（http://zp.
czbank.com.cn） 查阅具体岗位
和相关要求， 报名截止日期为

2017年12月15日。
浙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

批准的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
银行之一， 总行设在浙江杭州，
目前已在北京、上海、江苏等14
个省、直辖市和浙江省内全部省
辖市设立（筹建）了200多家分支
机构，实现了对长三角、环渤海、
珠三角以及部分中西部地区的
有效覆盖。

2016年3月， 浙商银行成功
在香港上市。截至2017年6月末，
总资产达到1.45万亿元，2017年
上半年净利润56.02亿元。 未来，
浙商银行将坚定不移地践行全
资产经营战略， 以客户为中心，
顺应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不

断强化面向市场与客户体验导
向的产品，打破资产、负债与服
务，公司、同业、个人业务及产品
的界限，把金融活动融合到客户
的经营和生活中，打造最具特色
竞争力的一流银行。

作为总行直属分行，设立长
沙分行是浙商银行支持长江经
济带建设、完善中部布局的重要
战略部署，也是打造浙商银行经
营发展战略区域性平台的重要
举措，更是湖南省引进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的重要之作。届
时，12家全国性股份制银行将齐
聚湖南，为湖南发展注入更为充
足有力的金融动力。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1月21日讯 今天上

午， 一辆粤号牌照货车快速通
过闸机， 驶出郴州国际快件监
管中心。 意味着郴州“跨境一
锁”快速通关系统正式开通。

今后， 从香港进口到郴州
的货物不再需要由口岸海关转
关、查验和换锁，粤港两地牌直
通车可从香港一车到底， 直接
到郴州海关监管场所办理解
锁、通关手续，为进出口企业大
大减少运输时间和通关成本。

据粗略测算， 郴州应用此
快速通关模式， 进出口货物全
程运输时间比过去缩短4小时，
粤港两地牌直通车真正实现

“朝发夕返”，通关流程“去繁就
简”，每辆粤港两地牌直通车单
次可节省费用800余元。

目前已建成的“跨境一锁”
快速通关系统以中国海关“金
关工程”新一代智能卡口、公路
新舱单系统为基础， 通过卡口
联网与控制系统， 快速验放粤
港两地牌直通车； 同时运用安
全智能关锁、GPS卫星定位系
统， 对在途车辆实施全程可视
化监控，形成一条稳定、可预期
的国际物流新通道，湖南省进出
香港的货物都能实现直通，充分
享受到实实在在的改革红利。

■记者 梁兴 陈柯妤

半个月内，湖南彩民刮出三个20万大奖

海峡两岸媒体湖南行 深入了解“智慧湖南”

湖南“智造”惊艳两岸，促湘台融合发展

郴州“跨境一锁”快速通关系统开通

湘港再添快速通关通道

11月17日， 德国宝沃汽车
2018款BX5上市， 共推出7款车
型，售15.98—21.98万元。此次，
2018款BX5导入代表高动力性
能的sports版BX5�28T�GDI，搭
载全新2.0T发动机， 带来超越同
级的动力表现和源自德国的操控
体验。 同时，2018款BX5对25T�
GDI车型进行了配置升级， 包括
全景天窗、电动尾门、夜视辅助，
极大地提升了竞争力。

宝沃新BX5上市

日前， 广汽集团携旗下六大
品牌组团， 亮相2017广州车展。
传祺GM8全球首发并启动预售，
预售价格18万元-27万元。 GM8
是广汽传祺重磅打造的“国产豪
华MPV第一车”，目标人群是“追
求优越生活、 自信在握的新一代
商务精英”。呈现“威严大气恢弘
外观、全维感官奢享座舱、无微不
至舒享科技、无忧安享智能安全”
四大核心优势 。 ■胡锐

广汽传祺GM8全球首发

浙商银行长沙分行（筹）诚聘百名金融精英

11月21日， 江苏省灌云县4万余亩藕塘迎来采藕季， 当地藕农加紧采
摘，将鲜藕销往南京、上海、山东等地。 新华社 图初冬时节采藕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