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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态可掬的小福猪向来是最
讨喜的吉祥物，今年，也将有一大
波准妈妈扎堆儿抢生猪年宝宝，希
望给全家带来福气、财气和运气。

新春将至，福彩“己亥猪”生
肖票也如期而至！“己亥猪” 系列
生肖票， 为猪年而生！“己亥猪-
喜事连连”即开票面值20元，最高
奖金100万元。 票面以剪纸为主
题，票面中小猪与喜鹊嬉戏，寓意
“猪年喜事连连”， 充满浓郁的祝
福韵味。如此喜庆的新年礼物，任
谁收到了，都会觉得心意满满吧？

新票发行销售的同时， 还将
在全省范围内派送100根定制版
福猪金条。2019年1月15日至6月
30日“己亥猪———喜事连连”上市

营销活动同步启动，凡购买20元面值“己
亥猪———喜事连连”的彩民，若在此彩票
中刮出“图1”特殊奖符的，即中得5g足金
金条一根。温馨提示:中得金条的幸运彩
民，需在第一时间携带中奖彩票和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前往本地区市州福利彩票发
行中心办理领奖登记手续，彩民于2019年
7月10日前未办理领奖登记手续的， 视作
自动弃奖。省中心将对相关资料进行查验
后，再将金条奖品直接快递至幸运彩民。

豪礼送不停，福
彩刮刮乐愿您抱得
“金猪”归。过猪年就
要送“猪”福，过年期
间走亲访友，恭迎“喜
事连连”！
■向福才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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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9日 第 2019013期 开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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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1月 29日

第 2019029期 开奖号码: 5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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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与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在湖南大学
举办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中国太保
寿险湖南分公司党委书记、 总经理陈
林，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党委书记
聂国军出席并代表双方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并互授基地牌匾。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实践
优秀人才供给与培养模式，推动产学研
用合作，并已确定2019年将重点在“大
数据与大客户经营”、“名校教授走进培
训班”、“校外导师进校园” 三个项目上
开展深度合作，后续将逐项制定行事计
划加以推动落实。

■通讯员 陈婧 经济信息

中国太保寿险湖南分公司与
湖南大学签定战略合作协议

过猪年 送“猪”福：“金条”豪礼送不停

感恩路上常相伴， 风雨同舟又一
年。近日，农行株洲分行举办了“农情相
伴，感恩有您”私行客户答谢会，近百名
私行客户和受邀嘉宾欢聚一堂， 观赏盛
宴，共话发展。

不忘初心，逐梦前行。答谢会上，农
行株洲分行主要负责人杜志坚致辞，
表达了对私行客户的感谢， 并送上祝
福。他表示，在新的一年，农行株洲分
行将大力开展优质金融服务，加大服务
实体经济力度， 继续做好普惠金融服
务，持续加强金融精准扶贫工作，与客
户携手共创辉煌，为株洲地方经济发展
贡献力量。

答谢会在热情洋溢的开场舞中拉
开序幕，舞蹈、杂技、魔术、旗袍秀、趣味
小游戏、歌曲等不同艺术形式的节目轮番
上演， 为大家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
宴，现场欢歌笑语，掌声如潮，热闹非凡。

农情相伴，共赢发展。在芦淞市场
做服装生意的何老板已经和农行合作
了多年，在农行的帮助和见证下，她的
生意逐渐做大，目前已经在株洲主要市
场和商场开了门店， 产品远销海内外。
她感谢农行一直以来致力于客户间搭
建沟通和交流的平台，她的很多客户现
在也成为了农行贵宾客户，双方实现了
共赢发展。

■李春阳 潘显璇 经济信息

农情相伴 共赢发展

明确具体行动

该《三年行动计划》包括6项
具体行动，分别是：大数据技术
产品研发提升行动、工业大数据
深化创新应用行动、行业大数据
深化创新应用行动、大数据产业
主体培育行动、大数据安全保障
提升行动、大数据产业服务体系
建设行动。

在关键技术研发上，我省将
依托国防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湖南大学、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及
我省大数据相关重点实验室等，
在相关领域进行前瞻布局，加强
大数据基础研究。

确定计划目标

培育完善的大数据产品体
系。支持中国长城、湖南麒麟、国
科微等企业加快研发基础产品，
冉星、智慧眼等企业加快研发软
件产品，科创信息、易观国际等
企业培育平台产品， 华菱云创、
中车时代等企业研发行业技术
产品等， 到2021年形成10个以
上面向各行业的成熟的大数据
解决方案。

工业大数据领域，加快相关
数据采集设备的部署和应用，到
2021年， 争取建成一个引领全
国的制造业大数据标杆项目，建
设10个以上工业大数据示范平
台，全省实施100个“大数据+制
造业”试点示范项目。

围绕政务服务、 智慧农业、
地理信息、交通物流、医疗、智慧
健康养老、金融、文创、智能驾
驶、旅游、教育等领域，到2021

年实施10个“大数据+”试点示
范项目。从人才、企业、集聚区三
个层次， 做好大数据产业培育，
力争到2021年， 培育10家估值
过20亿的大数据龙头企业，建设
10个“大数据+”特色产业园或
应用示范基地。

我省研发优势

我省大数据研发能力较强。
国防科技大学天河二号获得世
界超算“六连冠”殊荣，创造了国
际超算新纪录。国家超级计算长
沙中心运营4年多，采用“政府主
导、军地合作、省校共建、市场运
作”的创新模式。中南大学成立
的大数据研究院，将大数据技术
用于医院临床数据的挖掘和分
析，面向全国电解铝行业的冶金
大数据研发已有重大进展。湖南
大学、湖南商学院都成立了大数
据研究中心。

工业大数据在全国具有代
表性。三一、中联以工程机械物
联网为基础， 深化大数据应用，
在数据里进行挖掘，包括故障诊
断、客户征信、市场预测、配件消
耗预测。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
所正在建设国内第一个轨道交
通领域的大数据中心和应用研
究中心。

一批大数据中心加快建设。
湖南云巢东江湖云数据中心、证
通云计算大数据产业园、中国联
通长沙数据中心已投入运营，还
有湖南芙蓉云高密度云计算中
心、 永州华为云计算数据中心、
中国移动云龙大数据中心等正
在建设。

由省工信厅编制的《湖南省大数据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2019-2021年）》近日印发，计划用3年时间，形成技术先进、应
用繁荣、保障有力、产业链完善的大数据产业生态，推动我省大
数据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据省工信厅测算，2018年全省大数据产业实现收入450亿元。
■记者 曹娴

本报1月29日讯 证监
部门警示函的风波还没过，
九芝堂董事长李振国又陷入
资金紧张的困局。1月29日，
九芝堂公告称， 接到西部证
券的通知函， 公司控股股东
李振国在西部证券质押的公
司股份涉及违约， 可能存在
被动减持的风险。

公告显示，截至今年1月
25日， 李振国持有九芝堂约
3.68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2.33%， 其中共累计被质押
约3.66亿股， 占公司总股本
的42.09%， 占其持有九芝堂
股份的99.44%。 李振国质押
于西部证券的约5199.9万股
构成违约， 可能存在被违约
处置的风险。

九芝堂表示， 本次质押
股票可能存在违约处置风险
的事项，受资本市场情况、公
司股价及李振国先生应对措
施等因素影响，是否实施、减
持时间、 减持价格均具有不
确定性。值得注意的是，就在
上周， 因在一起拟收购资产

方案中存在隐瞒关联交易等
问题， 九芝堂以及公司董事
长李振国等9名责任人才收
到湖南证监局出局的警示
函。

同日， 九芝堂披露了
2018年业绩预告，预计2018
年的净利润约为3.2亿元至
3.7亿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
48.71%至55.64%。 对此，九
芝堂表示， 业绩同比下降主
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2018
年， 在国家继续推动和落实
医药行业改革的背景下，受
两票制、 新版医保目录、各省
地区辅助用药和重点监控目
录、 医院医保控费等综合因
素影响， 公司的处方药销售
下降严重;另一方面，由于利
息收入的减少、 坏账准备计
提增加、 公司参与的并购基
金所对外投资的公司研发投
入较大等原因， 对利润产生
一定影响。

九芝堂业绩预减公告一
出，1月29日， 九芝堂的股价
应声下跌。 ■记者 潘显璇

1月29日， 浏阳市葛家镇马家湾集市， 市民在选购灯笼。当
天，该镇赶大集，开放的集市，就像一个露天大超市，物品丰富应
有尽有，市民群众纷纷前来置办年货，迎接新年。 邓霞林 摄

九芝堂股份存违约处置风险
2018年净利同比下降约五成

湖南掘金“大数据”，打造千亿级产业
《三年行动计划》发布：力争到2021年培育10家估值过20亿的大数据龙头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