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5日晚，以“锦绣潇湘·神农福地·五彩醴陵”为主题的2018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暨中国（醴陵）国际陶瓷
产业博览会（简称“一节一会”）在株洲醴陵开幕。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刘孝敬 摄

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
是中国农业银行在湖南设立的
一级分行， 现辖分支机构888
个，拥有员工15000多人，秉承
“以人为本、人才强行”的人力
资源理念， 为广大员工搭建施
展才华的广阔舞台， 现面向海
内外高等院校诚聘优秀人才！

一、招聘需求。
全省共招聘310人。
二、招聘岗位。
（一）省行及市行本部管理

岗。 主要为我行培养和储备战
略性业务骨干和经营管理人
才。

（二）综合业务岗。主要为
我行培养和储备综合营销、业
务运营、信息科技、财务会计、
风险控制、 法律合规等专业型
和管理型人才。

（三）信息科技岗。主要参
与我行各类业务系统的软件开
发、 运行维护、 安全管理等工
作。 录用人员入职后直接安排
在分行信息科技部门工作。

三、招聘对象。
以境内外高校2019年全日

制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毕
业生为主， 个别地区可招聘
2019年全日制大专学历应届毕
业生。专业不限。

四、报名方式。
网上报名为本次招聘的唯

一应聘方式。 应聘者请登录中
国农业银行招聘网站（http:
//job.abchina.com） 进行在线
注册和岗位投报。 报名时间：
2018年9月26日—10月23日。

更多信息请登录中国农业
银 行 招 聘 网 站（http://job.
abchina.com）查看。

■通讯员 夏定球 经济信息

农行湖南省分行
2019年校园招聘

还记得多年前那部唯美
的电影《雪花秘扇》吗？影片
中不仅两位女主的柔美让人
记忆深刻， 还有江永年轻同
龄的女孩们在扇面上书写的
一种当地女性间流传的神秘
文字———女书， 用来彼此沟
通的方式， 让人久久回味。9
月25日， 一款由我省自主设
计开发并面向全国发行，具
有浓郁湖湘文化特色的即开
型福利彩票“女书” 震撼上
市，让彩民既品湖湘韵味，又
获40万大奖！

福彩刮刮乐“女书”其设
计理念源于永州市江永县一
带使用了数百年的汉语方言
音节表音文字———“女书”。
该款彩票的票面设计将女书
文化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
的“琴、棋、书、画、诗、歌、茶”
进行巧妙编排和融合， 配上
卡通人物形象， 既有时尚的
元素，又有古典的魅力，符合
各年龄段彩民的喜好， 具有
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该票
单张面值10元，玩法简单，有
10次中奖机会，刮开覆盖膜，
如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

任意一个“中奖号码”相同，即
可获得该“我的号码”下方所对
应的奖金；如果刮出“ ”图
符， 即可获得该图符下方所对
应奖金的10倍。 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一等奖为诱人的40万元。

江永女书是目前世界上唯
一一种特为女人存在的文字，
它诞生在汉朝， 确在影响着汉
字的结构， 它同时又是汉字的
另一种表达形式， 对中国文化
的了解和认识， 将又多了一个
新的窗口。 希望三湘彩民在体
验福彩刮刮乐“女书”娱乐性的
同时， 好好感受一下中国语言
文字的博大精深。

■木子 经济信息

开启“瓷旅相融”神奇之旅
2018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醴陵开幕

本报9月25日讯 以“锦
绣潇湘·神农福地·五彩醴
陵” 为主题的2018年中国湖
南国际旅游节暨中国（醴陵）
国际陶瓷产业博览会（简称
“一节一会”） 今晚在株洲醴
陵开幕。来自俄罗斯、英国、
法国、德国、美国、新加坡等
多个国家和香港、澳门、台湾
地区的221家境外旅行商，来
自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90
多家（位）陶瓷企业和大师参
加了本次盛会。

在为期8天的活动中，游
客可通过开幕式暨“湖南瓷旅
之夜”、 湖南旅游推介会、“锦
绣潇湘”境内外旅行商和媒体
踩线、游遍株洲———动力株洲
之旅、国际“窑”滚音乐节等
10多项主题活动， 开启一场
“瓷旅相融”的神奇之旅。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湖南
旅游推介会”上，以“锦绣潇湘”
为品牌，以“神农文化”为内涵，
以“陶瓷元素”为核心，对湖南
省、株洲市、醴陵市的旅游资源
和精品线路进行了集中推介，
全面展示了我省构建旅游业发
展全域格局的最新成果， 三湘
大地的秀美风光和无限魅力更
是赢得在场中外旅行商的阵阵
掌声。

作为“旅游+陶瓷”产业融
合发展模式的首次尝试，当天，
中国（醴陵）国际陶瓷产业博览
会也同期启幕。据悉，此次“一
节一会”期间，在中国陶瓷谷3
万平方米的展区内， 共设置了
旅游+陶瓷、国际陶瓷、国内陶
瓷、醴陵陶瓷、陶瓷综合5个展
馆，标准展位1300个。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刘孝敬

湖南本土福彩即开票“女书”震撼上市

本报9月25日讯 A股
市场迎来湖南首家上市银
行。9月25日， 长沙银行发布
公告，公司股票将于9月26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据
了解， 长沙银行A股股本约
342155.38万股，本次上市数
量约34215.54万股。

公开资料显示， 长沙银
行于1997年成立， 是湖南省
首家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
行， 也是湖南最大的地方法
人金融机构。 长沙银行招股
说明书显示，截至2017年9月
30日，该行已设立13家分行、
16家直属支行 (不含总行营
业部)，共263个营业网点，另

有13家专营机构 (小企业信贷
中心及分中心)，并控股发起湘
西、祁阳、宜章三家村镇银行和
湖南长银五八消费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目前，长沙银行还在继
续下沉分支机构， 加大区域布
局力度。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银行
A股IPO再度迎来一个小高潮，
随着郑州银行、 长沙银行相继
成功上市， 目前在证监会IPO
排队名单的银行数量仍有16家
之多， 其中农商行成为占比最
大的一类银行。这16家银行中，
农商行达到9家， 其余为5家城
商行以及1家股份制银行。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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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迎来首家本土A股上市银行
长沙银行今日上市 仍有16家银行候场IPO

又到一年秋高气爽时，
同时， 也迎来了跑马拉松的
好时节。从9月8日开始，全国
大中小城市平均每个周末都
有10场以上的马拉松比赛。

为了给更多的“跑马者”
提供健康保障，规避损失，阳
光保险近日分别在多场马拉
松比赛现场设立服务点，如
太原马拉松、2018沈阳马拉
松、 成都女子半程马拉松暨
全国女子半程马拉松锦标赛
等活动，推出“直赔”、意外医
疗零免赔和100%赔付等理
赔服务， 为数十万人的人身
安全保驾护航。

比赛当天， 阳光保险在

赛场及赛事指定医院均派驻了
专业理赔员， 协助完成医疗救
护工作，及时处理理赔事宜。在
多个马拉松比赛现场， 阳光保
险为选手们准备了专业教练热
身、拉拉队、赛后按摩等活动。

为了提高社会、 大众对公
益事业的关注度， 阳光保险还
与北京市阳光保险爱心基金会
共同发起了“阳光奔跑”公益计
划，开展“阳光之星爱心计划”，
关注贫困山区孩子们的运动梦
想，将运动与公益事业相结合，
向社会公众传递“健康阳光”的
生活理念。

■通讯员 李安琪
经济信息

全国掀起马拉松热
阳光保险一路护航保健康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25日 第 2018112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5 08 18
下期奖池 ： 1101702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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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5 26 31 蓝球: 0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154
2009
87298

1423231

10090100

11
11
82

3469
54220

335388

2
97356
3000
200
10

5

6090396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9月 25日

第 2018261期 开奖号码: 8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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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0

1402

1040
346
173

413920
0

242546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