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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交通银行“沃德
杯”广场舞总决赛在沪落幕，来
自全国12支参赛队的300余名
选手参加决赛。最终，来自山西
赛区的翔龙艺术团舞蹈队摘得
桂冠，赢得100万元奖金。

从5月开始，交行“沃德杯”
广场舞大赛在全国37个赛区拉
开帷幕， 超过17万名广场舞爱
好者参赛。 历经200余天的角
逐，最终有12支队伍跻身决赛。
赛场外，数百万广场舞粉丝通过
交银直播平台关注了本次大赛。

交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部
总经理、 线上金融业务中心总

裁徐瀚认为， 高规格赛事不仅提
升了交行品牌影响力， 而且为热
爱广场舞的广大客户群体搭建了
一个展示自我、超越自我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每一位参赛选手
可以通过舞蹈传递健康快乐的正
能量，感受积极向上的力量。

本次广场舞大赛也是交行传
递财富管理理念的重要载体。大
赛举办期间， 交行针对报名参赛
和参与投票的客户发行了收益率
为4.5%的专享理财产品，倡导“快
乐跳舞，轻松理财”。大赛收官之
际， 交行推出了“亿元红包等你
抢，拼团理财收益高”回馈活动，

让亲朋好友分享理财快乐。 通过
融合线上线下渠道资源，“亿元红
包”将以“线下扫码”和“线上拼手
速”形式分发，客户可登录手机银
行APP与众人共享亿元大礼。

本次“沃德杯”广场舞大赛首
次依托交通银行手机银行的交银
直播平台。 这是手机银行开启新
销售经营模式的一种尝试， 实现
从线下客户经理“一对一”服务到
线上直播“一对多”分享专业化服
务。通过专家讲解与分析，让复杂
的金融产品变得通俗易懂， 实现
客户“离店不离行”。

■蒋浩 易月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日前， 经217位经济学家、
著名大学经济院校和国内研究
机构负责人、 主要经济和学术
媒体负责人以记名投票方式评
选，李实、赵人伟、陈宗胜为主
要贡献人的“中国经济转型和
发展中的收入分配理论” 获得
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
董辅礽经济科学发展基金会会
长、 泰康集团董事长兼CEO陈
东升作为组委会代表致辞并为
获奖经济学家颁奖。

自2008年以来，泰康集团已
经连续八届独家赞助中国经济学
界最高奖之一的“中国经济理论
创新奖”，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的
原创经济理论创新和发展为宗
旨，每年（或每两年）评选出的一
个经过一段时间检验的原创性理
论，并提供100万元奖金（前三届
为50万），这是目前国内影响范围
最广泛的经济学奖项。

陈东升坦言， 当初支持中国
经济理论创新奖， 就是希望更多
的经济学家奖能鼓励年轻人愿意
学经济学， 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到
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伟大的大
浪中， 产生更多的具有中国特色
的原创的理论方法。

■王志平 潘显璇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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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鸡精”现面向全长
沙市民招募啦！ 邀请您到武
汉品尝汉派美食、 登黄鹤楼
眺长江美景。

活动招募时间：
11月22日 详细地址：长

沙望城区高塘岭街道望府路
社区正荣财富中心商业广场
一楼

11月23日 详细地址：
长沙雨花区黎托街道江河东
澜湾社区盛世华章小区西门
前坪

活动招募方法： 在湖南
娱乐频道活动现场购买35元
以上大桥系列产品， 参与现
场抽奖，即有机会获得品“大
桥”味 登黄鹤楼武汉免费双
人一日游，每场活动限3个名

额。（仅限成人及身体健康、活
动方便人士参与， 敬请理解。）
详情请届时到活动现场咨询。
凭报纸前往活动现场即可领取
小礼品一份。

参观流程： 统一安排时间
在长沙高铁南站集合， 乘高铁
抵达武汉， 专车送往味好美武
汉公司， 参观味好美公司体验
馆，中餐在味好美公司享受“大
桥”美味，下午专车送往黄鹤楼
景区， 感受黄鹤楼上远眺长江
之壮丽，“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
萋萋鹦鹉洲”之美景。团员晚餐
后专车送往武汉站乘高铁返回
长沙南站， 自行安排交通安全
回到温馨的家，活动圆满结束。

注： 本次活动全程不含任
何隐形消费。 经济信息

近日， 芙蓉区识字里社区
的居民遇到一件烦心事， 楼下
一家建在垃圾堆旁的外卖店从
早到晚机器轰鸣， 严重影响了
居民的正常休息， 而且餐馆所
产生的油烟、 卫生等问题也成
了居民的心头病。21日上午，记
者进行了调查。

【现场】
外卖店旁堆放大量垃圾

居民录制的现场视频显
示， 这家外卖店旁边堆放了大
量的垃圾，包含纸箱、啤酒瓶等
生活垃圾， 而几名外卖店工作
人员就在垃圾堆旁边洗菜切
菜。“这样的环境做出来的饭菜
能吃吗？”小区居民魏娭毑气愤
地说， 外卖店的抽烟设备从早
到晚运行，让人根本无法入眠，
还到处充斥着一股油烟异味，
自己平时连窗户都不敢开。

21日上午10时左右， 记者
赶到识字里2号楼栋发现，这里
的卫生已经被清扫干净，地面刚
刚冲了水。“这里一直垃圾成堆，
大约一个小时前，他们突然把垃
圾清理了，我就顺道把路面清扫
了一下。”一旁的清洁工说。

记者注意到， 这家外卖店
旁边3个门面都是废品店，附近
不远处就是垃圾站。 记者随后
来到外卖店， 店铺可能已经提
前收到风声，并没有工作人员，
空空荡荡， 店内也没有任何防
鼠防蝇防尘设施。 楼栋其他居
民见记者来访， 纷纷上前反映
情况。

72岁的杨先生介绍， 大约
一个月前，这家外卖店进驻，每
天产生的噪声和油污让他和楼
栋其他居民难以忍受。“我有心
脏病， 外卖店只要一打开油烟
设备的开关， 自己的心脏都会

跟着猛烈跳动。”杨先生住在二
楼，房子就在该外卖店的楼上。
他说，根据国家规定，在居民楼
内要将住房改作商业用途，必
须经得楼栋有利害关系的业主
同意， 但是这家盒饭店老板根
本没有征求他的意见， 而且楼
栋绝大多数业主都反对把外卖
店开在楼内。

【调查】
外卖店还傍上了“花之林”

这家外卖店名为“花之林
识字里外卖部”，墙上贴了“花
之林中西餐厅”、“扫一扫上美
团”， 另外还贴了与“美团”和
“饿了么”两家订餐网络的合作
关系。 外卖店虽然注册了营业
执照，不过名称却是“长沙市芙
蓉区龙品佳肴餐厅”。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这
家“花之林”确实能通过两家网
络平台提供订餐，而且，这家冒
名“花之林”的外卖店，当日预
订中餐的人还不少。 随后记者
与“花之林”餐饮店进行核实。
对于这家“识字里外卖部”，对
方断然否认与他们有关， 并表
示将对此事进行调查。

据了解， 在接到识字里多
位居民投诉后， 美团与饿了么
已取消了与这家外卖店的合作
关系。

【回应】
食药监部门责令停业整顿

事后， 记者将问题反映到
芙蓉区文艺路食药监所。 食药
监所派员赶到现场进行调查，
对于盒饭店存在的卫生问题，
该店负责人避而不答。 食药监
部门现场调查后认为， 这家盒
饭店卫生不达标， 责令立即停
业整顿。

另据了解， 当地工商部门
接到这家店存在假冒品牌店经
营的举报后， 目前也已介入调
查。 ■记者 李成辉

湖南娱乐频道《完美拍档》《我是大赢家》劲爆福利来咯！
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一日游第三季开始招募啦！

小区垃圾堆旁竟建“花之林”外卖店
居民：噪音扰民，外卖不卫生 食药监部门：停业整顿

交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圆满收官

第八届中国经济理论
创新奖名单出炉

▲外卖店招牌为“花之林识字里外卖部”。

▲居民在外卖店边上用分贝仪测试噪音，结果显示为72.6分贝。据
了解，噪音超过50分贝就会影响人的睡眠和休息。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