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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4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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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10日 第 2019040期 开奖号码
07 02 24
奖池累计金额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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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0 15 19 03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12
295
821
7658
13560

3
0
6
30
180
354

0
13068
1063
200
50
10

365905

10

七等奖 80500 2043 5

○○○○○●
○○○○○
○○○○●

○○○○

《无期货交易资质，诱骗7万多人“入坑”》后续

目标

高校“名片哥”：让三本学生就一本业
长沙理工大学辅导员蔡湘粤：手握3000张企业名片，牵头建57家预就业实习基地

蔡湘粤认为，对于大学生
而言， 要找到一份满意的工
作， 首先要认识自我扬长避
短，其次是一定要修炼自己的
“内功”。“相对名校，三本院校
的学生理论功底不足；而相对
高职院校，三本学生实践动手
能力又偏弱。这也是许多三本
院校学生求职时比较尴尬的
关键所在。”为此，他牵头组建
了57家预就业实习基地，几乎
覆盖全国所有省份。“要把三
本院校的学生打造成实践动
手能力强于名校、理论功底优
于高职学生的群体。”

他每年都会花费大量的
时间去和各行各业的单位沟
通并签订合作协议，长沙理工
大学城南学院每年有超过
200名学生在基地内的企业
实习半年以上，表现突出的可

以直接被聘用。
“认真实习是苦练内功的

好办法， 可以弥补学历和理论
知识的不足。”蔡湘粤说，有一
次招聘会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明确要求只招985高校的学生，
但当时学院一位同学还是坚持
去参加应聘。“凭着他在基地实
习时写下的两本厚厚的实习日
志， 还有对专业性问题的完美
回答，企业破格录取了他。”

“名片哥” 为长沙理工大
学城南学院的就业工作递交
了不错的成绩单。 据统计，学
院2018届毕业生1669人，截
至去年12月31日， 就业1525
人，就业率为91.37%，其中签
约央企 246人 ， 签约率为
14.74%；签约上市公司83人，
签约率为5%； 升学123人，升
学率为7.4%。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辅导员蔡湘粤有个外号叫
“名片哥”———10年的时间， 他收集了企业名片3000多
张，牵头建立预就业实习基地57家，接洽招聘单位4000
余次，为2万多名毕业生找工作。

就业工作繁琐，是什么让这位“名片哥”乐此不疲？4
月10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特意去拜访了
他。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喻玲

“这个表格要填好， 按时
交啊。”在蔡湘粤的办公室，前
来咨询就业问题的学生特别
多，同样一句话他说了不下20
遍。桌上的电话每隔几分钟就
会响起，记者的采访只能分段
式进行。“最忙的时候，一天光
电话就要接200多通，从早到
晚都有学生的咨询和求助。”
身为一所三本院校招生与就
业指导中心主任， 蔡湘粤说，
最开心的事就是学生向他炫
耀：“老师，我签约了，工资比
你还高哦！”

每年9月到次年6月，是校
园招聘时间，也是蔡湘粤最忙
的时候。“没有固定休息时间，
随时待命。”一次恰逢春节，一
名学生的报到证急需改派，需
要新的协议，他连夜从老家衡
阳赶回学校，帮其把所有资料
办齐全。在他看来，每一位毕

业生找工作都是“天大的事”，
自己放弃休息时间根本不算
什么。蔡湘粤最擅长的就是去
各大招聘会现场以及用人单
位去“游说”，带着学生简历找
企业HR。 为此， 他收集了
3000多张企业名片， 还分门
别类进行梳理，尽可能让三本
院校的学生能找个满意的“一
本工作”。

更多时候，蔡湘粤还要担
任“心理辅导师”的工作。市场
营销专业的马治是今年的应届
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多次碰壁。
马治心灰意冷，“心仪的企业对
三本学校毕业生有些不待见，
自己也不愿意放低求职目标。”
蔡湘粤一直给马治打气， 不断
鼓励开导他， 带着他四处跑招
聘会， 给一些合作不错的单位
主动推荐。终于，马治成功应聘
到一家世界500强企业。

让“三本学生”找个“一本工作”

修炼自己的“内功”最实在建议

本报4月10日讯 俗话说“男大当
婚，女大当嫁”，很多适龄青年或大龄
单身男女都希望能找到合适的对象脱
单，一些不法分子也抓住这一实际，以
互联网、手机等为媒介，开始四处招摇
撞骗。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长沙市
反电诈中心获悉，今年来，他们共接到
网络交友诈骗案件289起。

受害人刘女士回忆，2016年上半
年她通过微信附近好友认识了“沈
杰”。

对方自称是浙江温州富商之子，
经常开着奥迪、 宝马等豪车出入高档
场所，长得十分帅气。在“沈杰”热情主
动的追求下， 两人很快就确立了恋爱
关系。

原以为天赐良缘终于找到了如意
郎君，没想到男友却连续遭遇“经济危
机”、“家人生病”、“房产冻结”等困难。
相处一年多时间， 向刘女士借了近
200万元。

2018年3月， 刘女士因需要资金
周转，“沈杰”却以各种理由推迟还款。
连续追讨几次后，更是手机关机，人也
失踪了。 刘女士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
骗了，马上报案。

警方调查发现， 有多名女性被
骗。 初步统计， 株洲石峰区有3人分
别被诈骗10余万、50余万、10万元，
长沙的张某被骗15万元，浙江的郭某
被骗20余万元。根据受害人提供的线
索锁定了嫌疑人唐某，民警在株洲荷
塘区将其抓获。

唐某 是四 川人 ， 小 学文 化 。
2014年至2018年7月冒充富商儿子
的身份，以谈爱为名诈骗多名女性
钱财，所谓豪车都是几百元一天租
来的。

目前， 株洲石峰区人民检察院
以涉嫌诈骗罪对嫌疑人唐某提起
公诉。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邓伊善 文坚

本报4月10日讯 以现货
交易之名，行期货交易之实，湖
南澳鑫商品交易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澳鑫公司”）借助代理
商，吸引全国7万多客户来投资
期货，2年内共接收客户保证金
101.73亿元，还从中非法获利2
亿元（详见本报2018年10月
17日A06版）。

今天，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对该起非法经营案作出了
一审宣判。

7万人投入百亿保证金

2015年12月11日， 澳鑫公
司从深圳某技术有限公司购买
了TAS交易系统软件， 开设大
宗商品电子交易平台， 发展运
营中心和招收会员单位。 以大
宗商品合约的方式吸引客户投
资，采取集合竞价、交易系统自
动振合成交、 匿名交易集中交
易方式进行白银、天然气等共6
个种类11品种产品类期货的标
准化合约交易， 并且根据不同
的种类提供10至50倍的交易杠
杆收取2%至5%之间的保证
金。在风险率破位后强行平仓，
以对冲平仓的方式完成交易，
基本无实物交割。

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5
月17日期间，澳鑫公司共计开

发代理商395家， 累计开户量
77749人，接收客户投资的保证
金共101.73亿元， 产生交易手
续费共13.02亿元，澳鑫公司从
中非法获利2亿元。

认定高管犯非法经营罪

2017年6月14日， 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认定， 澳鑫公司不具备从事期
货业务经营的资质。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阳等7
人以牟利为目的， 在未经批准
的情况下，非法经营期货业务，
扰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情
节特别严重， 均已构成非法经
营罪。

法院作出一审宣判， 认定
澳鑫公司7名高管均犯非法经
营罪，王某阳等7人被判处12年
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
4500万元至50万元不等的罚
金。 此外， 法院冻结的相关账
户，将分别返还各交易客户，而
涉案的其他财物将予以没收或
依法处理。

法院宣判后， 不少投资人
表示不服，认为该案应定性为诈
骗罪， 希望知晓涉案资金的去
向。为此，他们还拟定了《刑事抗
诉申请书》，将递送给检察机关。

■记者 杨昱

“澳鑫期货”案宣判：7高管获刑
投资人不服，希望知晓涉案资金的去向

“富二代”男友又现身
骗了6个女人300万
长沙今年近300人网恋被骗报案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辅导员蔡湘粤正在办公室与前来咨询就业问题的学生解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