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6.6��星期三 编辑 王卉珍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迎 校对 苏亮A07 经济·行业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6月 5日 第 2018064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1 21 05
奖池累计金额 ： 821423304 元
中奖
条件

单注奖金
(元)

中奖注数
(全国)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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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 年 6 月 5 日
第 2018149期 开奖号码: 9 2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中奖注数 中奖金额(元)单注奖金(元)类别
单选
组选三
组选六

961
0

1811

1040
346
173

999440
0

313303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与深圳前海宇汇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与深圳前
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华融
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将其对下列公告资产清
单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 担保合同项下
的全部权利及相关附属权益， 依法转让给深圳前海宇汇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
行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

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作为上述资产的受
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
人，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履行主债权合同、 担保合同及相关附属权益文件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湘潭分行
联系地址：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河东大道 45 号
联系人：沈先生 联系电话：0731-55550025
深圳前海宇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 11楼
联系人：邹儒春 联系电话：13923860325

注：1、 本公告资产清单列示的贷款本金
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深圳前海宇
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的利息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法院判决及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
计算。

2、本公告资产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
证人、保证人的共同义务人、抵押人、出质人
及其承继人等。 如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
为履行还款义务或者承担清算义务。

公告资产清单
序号 借款人名称 债权本金 担保人

湖南省兆亮
电镀有限公司1 20,000,000.00

20,000,000.00

熊明水
阳 甜
胡彦仁
罗月香

合计

一款让球迷爱上福彩刮刮
乐，让彩民爱上世界杯的彩票———
“冠军荣耀”，明天（6月6日）登陆
三湘，提前开启你的世界杯！

福彩刮刮乐“冠军荣耀”，面
值10元，最高奖20.18万元。该票

借助今年6月第21届世界杯足球
赛而设计， 是一款运动主题彩
票，独特构思，风格直观，金色奖
杯与足球象征胜利，呼应主题。画
面采用黑色看台和绿色球场造
型，加以蓝色星芒点缀，烘托出夜
晚灯光下的绿茵赛场。 关于小组
赛至决赛赛程的文字及抽象的球
场对决阵容图与玩法区巧妙搭
配，年份、球鞋、大力神杯和冠军
球队等相关素材象征着夺得冠军
荣耀的精彩历程， 彰显赛后胜利

的喜悦，颇具收藏价值。
“冠军荣耀” 的玩法区与画

面巧妙结合。 使用字符比对玩
法、卡通玩法和走步玩法。同一
年份中“我的球队”与“冠军球
队”相同即可中奖。刮出“冠军荣
耀”短语即可中奖。同一队游戏
中，从“小组赛”开始至“决赛”按
照 “胜 利 <N:\library\T1\06
$05\QQ图片 20180604174026.
tif>”图符前进到“奖金区”即可
中奖。组合玩法，中奖机会多，高

度迎合了世界杯冠
军荣耀的主题。

如果觉得光玩
刮刮乐不过瘾，6月8
日， “玩冠军荣耀，
分百万大奖”营销活
动将拉开帷幕，让球
迷和彩迷共同感受
足球竞猜的乐趣。竞
猜活动主要由两个
部分组成：活动一为
面向手机微信用户
的免费竞猜活动，竞
猜奖金100万元；活
动二为面向“冠军荣
耀”购买者的扫码竞
猜活动，竞猜奖金合
计700万元。 本次营
销活动总计竞猜奖
金800万元。
■木子 经济信息

福彩刮刮乐“冠军荣耀”震撼上市

本报6月5日讯 湖南统计
局今天发布数据，2017年湖南
34.5%的企业成功实现创新，同
时实现产品创新、工艺创新、组
织（管理）创新、营销创新四种
创新的企业占比为8.3%。

根据全国统一部署， 湖南
省统计局对我省15197家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999家特、一、二
级总承包、 专业承包建筑业企
业，10938家规上服务业企业
进行了全面创新调查。 数据显
示， 实现产品创新的企业占比
14.2%； 实现工艺创新的占比
18.7%；实现产品或工艺创新的
企业占比为21.5%。有组织（管

理） 创新的企业占全部企业的
比重为24.3%；有营销创新的企
业占全部企业的比重为24.4%；
同时实现组织创新和营销创新
的企业占比为18.8%。 其中，与
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创新
合作的企业占所有调查企业比
重分别为6.0%、4.1%。

在所有调查企业中， 填报
产品或工艺创新的阻碍因素的
有19594个企业， 选择比例最
高的是“缺乏人才或人才流
失”， 占所有调查企业比重为
12.5%，占填报该选项的企业比
重为17.3%。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张涵 通讯员 郭开金

本报6月5日讯 今日， 湖南
省质监局公布2018年第一批省
级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情况。截至目前，我省抽查已完
成包括日用消费品、建筑及装饰
装 修材料、 工农业生产资料、食
品相关产品等企业1269家。数据
显示，在此次共计抽查的2837批
次产品中， 合格产品达2596批
次，合格率为91.5%。

省质监局副局长杨亲鹏介
绍，从合格率而言，食品相关产
品、日用消费品不合格检出率分
别为14.1%和11.4%， 相对较高；

而我省烟花爆竹产品质量、塑料
编织袋产品质量、木塑板材产品
质量合格率相对其他工业产品
而言合格率依然偏低。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受
检的1114批次烟花爆竹产品中，
有159批次不合格。 其主要问题
包括无生产日期、 无药量标志、
爆竹类产品未标识数量、未安装
绿色引火线、引火线安装不牢固
等问题。此外，在抽查的17批次
陶瓷酒瓶中，8批次产品不合格，
主要问题为外观质量不达标以
及容积、 尺寸的允许误差不达

标；而抽查的72批次竹木筷，有5
批次产品霉菌和二氧化硫浸出
量不达标。

杨亲鹏认为，我省部分工业
产品质量提升仍有很大空间。他
表示，省质监局将针对“扶贫攻
坚战”中“水、电、路、气、房”建设
所涉及的有关产品， 如钢材、供
水管、电线电缆、建筑材料等，针
对在“转型升级”中的部分新品
如硅藻泥、机器人等；针对“环境
治理”中的车用油品中硫含量等
涉及环境污染因素的项目实施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记者 朱蓉

本报6月5日讯 近日，中国
银联再次更新了银联卡支付应
用软件未报备品牌黑名单，新增
启付宝、 大众支付等9家支付公
司被纳入黑名单。 截至目前，银
联卡支付应用软件未报备黑名
单POS公司已累计达到336家。

在支付市场上， 各类支付
品牌五花八门、良莠不齐。银联
公示的《银联卡支付应用软件
应报备未报备品牌列表》显示，
未报备黑名单POS公司已累计
有336家，记者注意到，其中包
括了此前知名的手刷、mPOS、
聚合品牌等， 涉及的品牌数量
巨大，范围广泛。

业内人士提醒， 市民要谨
慎使用这些遭银联拉黑的支付
品牌， 因为未报备的支付品牌
在被银联公布后会有不同时间
的关停期，迟早将退出市场。正
在使用的消费者应及早清理个
人信息，尽早停止使用，各个支
付公司、 外包服务商也要注意
识别，商户尤其要格外留意。

此外， 为了规范银行卡收
单市场秩序，今年5月底，中国

支付清算协会发布了《关于规
范银行卡收单业务防范和打击
“二清机构”的风险提示》，从七
大方面告诫商户与用户“二清”
机构存在的风险特征。所谓“二
次清算”，是指资金的流通途径
是消费者刷卡-人行清算中心
-第三方账户-收款账户。从资
金清算途径可以看出， 自消费
者刷卡后，钱到收款账户，整个
过程进行了两次清结算转账，
一旦第三方账户公司截住资金
另作他图，资金隐患不言而喻。

中国支付清算协会指出，
费率低是“二清”机构的一个显
著特点，这类机构通常喊着“超
低费率”、“零手续费”、“封顶手
续费”等口号。而近期被银联列
入黑名单的启付宝， 便是主打
“低费率”。

市民要甄别支付品牌是否
“持证上岗”或者是正规的“一
清POS”机，可登录中国人民银
行官方网站“政务公开-行政
执法信息-行政审批公示”栏
目进行查验。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戢伟豪

336家支付机构被银联列入黑名单
包括启付宝、大众支付等知名品牌 提醒：这些机构关停期后迟早将退市，市民要慎用

我省超三成企业去年成功创新
阻碍创新的因素在于缺乏人才

我省重点工业产品抽查合格率超九成
竹木筷、烟花爆竹等产品质量需提升

6月5日， 市民在品尝靖州杨
梅。当天，2018湖南靖州杨梅节暨
产业扶贫长沙营销活动在长沙市
黄兴路步行街黄兴广场举行。来自
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的16家杨梅
生产企业携带1.2万件杨梅现场销
售，近万名市民品梅、购梅，杨梅销
售火爆。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刘杰华 摄影报道

杨梅好吃销售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