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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11月 5日

第 2018302期 开奖号码: 8 8 3
湖南省中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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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太平人寿连续三年获保险
公司法人机构经营A级评价

近日，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公布
2017年度保险公司法人机构经营评
价结果， 太平人寿脱颖而出再获A级
评价， 这是公司自中保协评价工作实
施以来连续第三年摘“A”。

据介绍， 本次经营评价体系涵盖
公司发展速度规模、效益质量、社会贡
献等三个方面。共有68家寿险公司参
与经营评价，太平人寿是其中之一，这
说明公司稳居经营质量的“第一梯
队”。近年来，太平人寿以客户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同时利用科技赋能，让
保险保障的各个流程更为智能便捷，
已连续第三年获得惠誉国际“A+”评
级。 ■通讯员 周航 经济信息

著名金融作家胡小平
长篇小说新作《蜕变》出版

近日，著名金融作家胡小平的长
篇小说新作《蜕变》已由当代世界出版
社出版。《蜕变》 是胡小平历时三年精
心打磨而成，得到了王跃文、阎雪君、
龚旭东等名家的倾情推荐。 目前该书
已经上市，除了线下书店，在亚马逊、
京东、当当等各大电商平台也有售。

据悉，胡小平系中国作协会员、中
国金融作协理事、 湖南省金融作协副
主席，毛泽东文学院签约作家。出版有
散文集《客路匆匆》、诗歌集《守望》、中
篇小说集《钱去哪了》、长篇小说《催
收》等8部作品。2013年中篇小说《王老
二和两张假钞》 获中国第二届金融文
学中短篇小说类一等奖；2017年《催
收》 获得中国第三届金融文学长篇小
说奖。 ■记者 潘海涛 经济信息

上周四，榨菜届的“老大哥”
涪陵榨菜发布公告称，上调80克
鲜脆菜丝（全国版、北京版）、80
克原味菜片、80克鲜爽菜芯等7
个单品的到岸价格， 涨幅约为
10%。 这已经是该公司近2年来
的第3次提价。

涪陵榨菜涨价
2年已提价3次

涪陵榨菜在此次发布的公
告中表示， 经集团研究决定，销
售公司上调80克鲜脆菜丝(全国
版、 北京版)、80克原味菜片、80
克鲜爽菜芯、80克鲜脆菜丝量
贩、80克原味菜片量贩、80克鲜
爽菜芯量贩7个单品的产品到岸
价格，提价幅度约10%。此次提
价执行已于10月29日12:00开
始实施。

记者注意到，2016年7月，
涪陵榨菜将11个单品价格提高
8%至12%，理由是“原材料和劳
动力上涨”；2017年2月，该公司
再次上调了80克和88克榨菜9
个单品的产品到岸价格，提价幅
度为15%至17%不等， 理由是
“缓解成本压力”。

此外， 在2017年的第四季
度，涪陵榨菜将旗下脆口榨菜的
包装净含量从175克减少至150
克， 主力榨菜则由88克减少至80
克，售价不变。这也意味着，上述两
款产品变相提价10%至16.7%。

十余元1份的“下饭菜”
已很普遍

在吃货的世界里，榨菜当然
只是用来佐餐的选择之一。11月
5日， 在华润万家蔡锷路店大卖
场内，除了常见的多个品种的乌
江牌涪陵榨菜外，还有包括学生
榨菜、麻辣豇豆、金菇幼笋、去皮
菜芯等多个品种。

记者发现， 除售价在每包

1.8元至4.8元不等的袋装产品
外，动辄售价十余元的瓶装产品
也受到消费者欢迎， 如268克装
的梁嘉老坛酸菜每瓶14.2元，
266克装的吉香居榨菜芯每瓶
13.5元，350克装惠通下饭泡菜
每瓶售价18元。而在步步高梅溪
新天地店内，如饭爷香菇牛肉拌
酱等不同品种的下饭菜售价则
高达二三十元一瓶。

“男顾客买瓶装榨菜的多，
而女顾客则更偏爱袋装，因为比
较实惠。” 正在给货架上货的服
务员介绍，近两年来，下饭菜的
品种和品牌都多了，一些用香菇、
豇豆、金针菇做原料的产品价格
也相对比萝卜、榨菜高了一些。

一名仲景香菇酱的“忠实粉丝”
直言，虽然比过去只要一两元的榨
菜贵了不少，但选择和口味上都更
丰富了，“愿意为更高的价格买单。”

“天价榨菜”昙花一现
价格不可背离价值

涪陵集团在数年前曾经推
出过600克规格售价高达2000
元的高端产品“沉香榨菜”。

记者注意到，在乌江旗舰店
内，如今该款产品的最新在售商
品已变为900克礼盒装， 售价也
从2000元降至888元，在即将到
来的网络大促中，折扣价显示为
799元。不过，据该款单品的销售
记录显示，截至目前，其月销量
依然为0。

“从过去的榨菜到现在丰富
多样的各种下饭菜，都是消费者
日常饮食中常见的高频消费品，
可以根据差异化产品做出不同
定价，但近千元甚至过千元的价
格明显超出了榨菜本身的价
值，”一名业内人士评价，日常少
有人会花这么高的价格自己买
来吃， 而送礼可能又欠点档次，
快消品的价格还是不适宜背离
其价值。 ■记者 朱蓉

本报11月5日讯“我
们正在研发第三代产品，
并计划于明年9月进行国
内首例植入手术。” 今天，
微智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综
合办副主任向颖激动地告
诉记者， 一种能让盲人恢
复视觉的高科技产品即将
实现长沙制造， 并将为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盲人朋友
带来福音。

这种高科技产品名叫
智能视网膜， 具体可分为
外部器件和置入人体的内
部芯片， 外部器件负责捕
捉视觉信息， 内部器件则
负责将信息传递给人脑，
从而使盲人也获得视觉
感。“目前这种技术已在国
外有约400个成功案例，而
且我们研发的产品技术性
更加先进。” 向颖介绍，长
沙的智能视网膜项目一期
为GLP实验室 ， 二期是
GMP量产厂房， 其中GLP
实验室将于今年年底竣
工，2019年4月启动动物实
验，9月便将开展国内首例
植入手术。

记者在长沙经开区的

东方智造港看到，GLP实
验室大楼正在紧锣密鼓地
装修中， 大楼正门上还悬
挂着一幅写着“欢迎美国
金眼公司专家团队来中国
GLP实验室施工现场指导
工作”字样的横幅。去年12
月， 长沙经开区与美国金
眼智能生物医学有限公司
正式签约了此智能视网膜
项目。今年，美国加州理工
学院和美国金眼智能生物
医学有限公司及其公司核
心成员在长沙市联合注册
成立了微智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项 目 负 责 人 之 一 、
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罗伯特·格拉布斯教授介
绍， 目前智能视网膜技术
是治疗视网膜病变盲人唯
一安全可靠的技术， 将帮
助全球2000余万视网膜退
行性病变患者重拾光明。
“长沙项目建成后，每年可
服务15万到20万盲人朋
友。”

项目牵头人、 美国最
高 科 技 发 明 奖 得 主 马
克·霍默恩介绍，他们还将
在此项目的基础上开展更
多的眼科科研创新， 并将
吸引更多世界高端科技项
目落户长沙。“把长沙打造
成为世界眼科之都。”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15年养老投资实力传承
富国鑫旺稳健养老目标
FOF正式发行

被誉为养老第三支柱主力军的养
老目标基金正式起航， 首批获批的富
国鑫旺稳健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FOF
于11月5日正式发行。 作为同时拥有
社保、基本养老金、企业年金管理人资
格的基金公司之一， 富国基金在养老
金管理上已经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
成熟的投资体系。

作为一只典型的养老目标风险基
金， 富国鑫旺适合期望获得资产长期
稳健增值的投资者。 经济信息

“智能视网膜”明年有望实现长沙造
项目建成每年可服务15万-�20万盲人 将助力星城打造成“世界眼科之都”

据了解， 目前智能视
网膜植入手术的技术还不
能让盲人看得太清晰，“只
能看到稍微大一点的东
西。”向颖告诉记者，不过
随着技术研发的不断深
入，“未来将能使盲人像正
常人一样看书、写字”。

在去年智能视网膜项

目的签约仪式上， 湖南省
副省长隋忠诚曾表示，该
项目的签订是长沙智能制
造发展的重要标志， 带来
的不仅是世界前沿的科学
技术， 更是架起了长沙经
开区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将为长沙创新转型发展增
添新的动能。

为长沙创新发展添新动能

涪陵榨菜又涨价
“下饭菜”动辄十几元
两年3次提价，“忠实粉丝”愿为提价买单

11月5日，在超市内，有丰富的榨菜产品在售。 记者 朱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