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最后一批狗年
纪念币启动兑换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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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至2017年
12月，短短7个月内，余额
宝三度下调单日申购额
度，从100万元降至目前的
2万元。除了降低单日申购
额度外， 自2018年2月1日
起至今， 余额宝还设置每
日申购总量。

按照此前公告， 余额
宝申购总量的限制会在今
年3月15日后解除，但至今
未放开。

继余额宝发布“限购
令”后，众多喜欢购买互联网
宝宝理财的年轻人转战腾
讯系的微众银行。不过，记者
发现，微众银行也于近日开
始执行扣款限额新政，通过
微众银行APP转入资金或
购买理财，单日限额1万元，
单日限购1万元理财产品。

“本来想把一笔2万多
元的货款转到微众银行购
买活期理财的， 结果发现
限额了， 只好分了几次
买。”自从余额宝年前开始
每天需要掐点抢购后，长
沙市民陈先生便转战到了
微众银行，4月14日， 他却

发现购买理财产品可没以前
那么方便了。

记者了解到， 微众银行
里的“活期+”理财产品，与
余额宝性质相同， 支持转出
实时到账，收益每天到账，本
质上是一种货币基金。 今年
以来，“活期+”7日年化率收
益率均超过了4%。此前，“活
期+”并没有规定购买上限，
具体限额通常是用户自设的
银行每日转出限额或各家银
行的规定额度。

而从4月11日开始，在微
众银行APP使用绑定卡转入
资金或购买理财，单日扣款限
额将下调到1万元。市民如需
购买大于1万元的理财产品，
无法直接从绑定的银行卡扣
款购买，只能通过绑定卡银行
的网银或柜台等方式转账到
微众，流程麻烦了不少。

为何会有限额的规定，记
者致电微众银行的客服，对方
称与银行代扣渠道的限制有
关， 银行只给微众银行1万元
的直接代扣额度， 至于后期
会否调高限制额度， 目前尚
不明确。 ■记者 潘显璇

本报4月16日讯 想要兑换
2018年狗年贺岁纪念币的市民得
抓紧了，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了解到，2018年贺岁币第
二批预约于4月16日启动， 这也是
今年最后一批狗年贺岁纪念币。

2018年狗年贺岁普通纪念币
湖南地区的发行工作由中国银行
承担。2018年1月26日-31日，中国
银行启动了第一批2018年狗年贺
岁普通纪念币的预约业务，2018年
4月16日-19日是第二批贺岁币的
预约期。

2018年狗年普通纪念币的背面
主景图案是一只中国传统剪纸艺术
与装饰年画元素相结合造型的小花
狗，面额为10元，材质为双色铜合金，
发行数量为3.5亿枚， 其中湖南地区
分配了750万枚。由于第一批发行时
湖南地区已兑换了近280万枚，目前
第二次发行量约470万枚。

2018年4月16日-19日， 市民
可通过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官方网
站或前往其在官网公布的预约营业
网点进行预约兑换登记。4月21日
-30日， 预约成功的市民可持身份
证前往约定的营业网点办理兑换业
务。贺岁币每人预约、兑换的数量限
额为20枚。 ■记者 潘显璇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由
湖南省农业委员会指导，浙江元
端云商、 湖南元端法商主办，旨
在从全国层面促进湖南省农特
产品上行落实计划，打造“电子
商务+湖南农特产品”新业态的
京东超市招商会在长沙举行。

湖南股权交易中心副总经
理唐启勇介绍， 湖南涉农企业
在全省企业总量中占比较大，
农业产业已经成为推动湖南省

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重
要产业。 目前， 湖南股交所的
“区域股权市场农业专板”挂牌
的涉农企业已有近300家，近
20家企业实现融资近2亿元。

据了解， 入驻了京东电商
平台的湖南传统企业， 将能够
通过京东商城电商平台， 共享
京东物流供应链服务， 享有其
为湖南省的农特产类型企业提
供电商必备服务。 ■记者 朱蓉

本报4月16日讯 今天，长
沙市工商局发布关于教育培训
的消费预警。

该局表示， 通过总结分析
近年来关于教育培训的投诉热
点后发现， 问题主要集中在部
分培训机构无证无照经营、收
费后跑路、师资力量稀缺、学生
课时未能按时学完等情况。

根据上述情况， 市工商局

提醒消费者， 在选择培训机构
前， 首先了解清楚自己或者孩
子的兴趣爱好， 报名补习班的
目的，不要盲目跟风；在定好方
向后， 应选择有办学资质的合
法培训学校， 并考察培训机构
的师资力量以及硬件设施是否
达到自己的期望， 及时了解授
课内容及方向。 应尤其警惕以
“一次性包过”、“高效押题”、

“绝密内部资料共享”、“高速提分”
等为噱头进行虚假宣传的教育培
训机构；在签订合同时，消费者一
定要对收费项目、课时安排以及出
现问题如何退费等情况进一步明
确。如果双方发生合同纠纷，消费
者可凭借手中的合同、发票等证据
材料向相关职能部门投诉举报或
向法院提起诉讼，挽回损失。

■记者 朱蓉

4月16日，长沙市政府新闻
办召开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政策和长沙市智能汽车道路
测试实施细则政策” 新闻发布
会上，《长沙市关于加快新一代
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推动国家智
能制造中心建设的若干政策》
（以下简称“政策”）、《长沙市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以下简称“细
则”）正式出台，其中后者是《智
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
（试行）》下发后，全国第一个响
应出台的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
试管理实施细则。

【范围】重点支持技术攻关
和应用

长沙市副市长李晓宏通
报，《政策》将重点支持智能传感
器、智能芯片、图像视频识别、语
音识别领域的技术攻关和关键
技术转化应用，以及人工智能在
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智能驾
驶、智能医疗、智能家居、智能安
防等领域的广泛应用、融合创新
和解决方案，聚焦拥有新一代人
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的企业。

《政策》共有5条核心内容，
将着力引进新一代人工智能产
业关键、紧缺技术人才团队，对
长沙市产业发展有重大贡献、
能带来重大经济社会效益的，
最高可给予1亿元项目支持。引
进行业内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和
示范带动效应，且研发、生产、
制造、 服务等资本性支出不低
于1亿元的企业或估值10亿美
元以上的人工智能企业总部，
在按约定完成投资进度前提
下， 最高给予实际完成投资额
10%的奖励， 单户本项累计补
助金额不超过5000万元。

在长沙高新区、 雨花经开
区、岳麓山国家大学科技城打造
3个人工智能产业集聚园区，由
园区制定相关政策，对入驻基地
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企业给予5年
租金减免。长沙市产业投资基金
联合社会资本发起设立人工智
能相关产业发展子基金，规模50
亿元，用于引导和支持新一代人
工智能企业发展。

将着力推进新一代人工智
能技术在各领域深度融合应
用。 每年公开择优评定10-20
个应用示范试点项目， 给予技
术、 产品及服务提供商不超过
应用示范项目人工智能软件及

设备实际总投入30%的奖励，
最高200万元。

将着力加强新一代人工智
能关键核心技术研发。 对新认
定的国家级、 省级和市级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企业技术中心， 分别给予200
万元、100万元、50万元支持。

【计划】智能驾驶测试区将
逐级开放

长沙在国家三部委发布规
范后率先在地级市中出台细
则， 必将有效指导智能网联汽
车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引领中
部地区行业规范实施， 抢占智
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发展先机。

细则指出， 测试区将逐级
申请、逐级开放、分类监管，大
幅增强交通安全风险可控性，
这在全国智能驾驶测试方案中
尚属首创， 具有极强的行业规
范和指导意义。 长沙市自动驾
驶测试场地分第一级和第二
级，将逐级开放，随着测试级别
的提高， 对智能驾驶技术标准
要求也就越高。

【宏图】 致力建成全国智能
驾驶测试、检测检验新中心

据了解，位于湘江新区的智
能系统测试区从2016年6月开始
规划建设，功能分为高速公路测
试区、城市道路测试区、乡村道
路测试区、越野测试区等主要功
能分区，园区内测试道路里程达
12公里，是目前国内已投入运营
的封闭式测试区中测试场景复
杂程度最高、测试道路总里程最
长、 研发办公配套最齐全的。尤
其是长达3.6公里的高速公路模
拟测试环境以及无人机起降跑
道，目前在国内独树一帜。目前，
长沙的智能系统测试区已经建
成并成熟， 将于6月30日正式对
外开放。

除此以外， 长沙还引进了
长沙智能驾驶研究院、 京东无
人车等重磅级项目， 同时正与
一汽、 百度等公司合作开展智
能驾驶测试业务， 长沙的智能
网联汽车产业有望步入发展快
车道。

长沙市经信委党委书记、
主任黄滔表示， 细则将有力助
推长沙成为全国智能驾驶测
试、检测检验新中心。

■记者 刘璋景

4月16日，一种新型无人快递车亮相南京一试点社区。这种快递车可与部分品牌型号的电梯进行信息交互，
呼叫轿厢并选择楼层，从而真正实现快递车自主送货上门。 新华社 图

抢占国内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对重点项目最高给予1亿元支持

长沙智能驾驶测试区6月30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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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工商局发布教育培训消费预警

警惕“一次性包过”等虚假宣传

余额宝“限售”尚未松绑
腾讯系微众银行也限额了

京东超市助力湖南农特产品“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