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A股扭转日前跌势全线飘红，
大盘蓝筹风格指数涨幅领先，华泰柏瑞
沪深300ETF净申购资金超过10亿元。
数据显示， 清明前一周华泰柏瑞沪深
300ETF实现了近39亿元的资金净流
入， 显示有大量资金对经济改善有明显
预期。

作为A股市场首只 T+0跨市场
ETF，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的规模和
流动性一直处于行业龙头地位，此次蝉
联金牛奖项也是实至名归。该基金今年
以来日均成交量达到了15.71亿元，远超
其他300ETF， 也是唯一一只场内持有
人户数超过10万户的300ET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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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17日

第 2019100期 开奖号码: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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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0

1020

1040
346
173

346320
0

176460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9年 4月 17日 第 2019043期 开奖号码
13 1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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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 22 02 28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14
136
313
4666
769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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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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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3901
2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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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

1362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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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奖 59289 1557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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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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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片包括移动智慧
生活和移动智慧城市两部
分， 将充分展示基于多形
态5G终端，以无线家庭娱
乐、云VR、个人AI辅助等
各类个人终端所呈现的智

能生活，5G多场景应用，网
联无人机、 无线医疗、 车联
网、智能制造、智能能源，步
行街智慧示范街区等长沙
5G智慧城市生活场景都将
炫耀登场。

本报4月17日讯 两年一度
的烟花盛宴即将来临。5月10日
至11日，第十四届中国(浏阳)国
际花炮文化节将在浏阳举行。

本届花炮文化节以“一河
诗画，满城烟花”为主题，将举
行开幕式暨情景烟花汇演、花
炮“技艺匠人”评选颁奖、2019
重点项目推介暨招商项目集中
签约仪式等6大主题活动。

“我们今年创新地以人、乐、
诗、画为串联，以焰火载景画卷
为视觉创意，意在打造全新观影
模式的烟花情景剧。” 团队负责
人黄成介绍，空中，百余架无人
机携烟花飞跃浏阳河；水上，14
名佩戴烟花装置的水中飞人，不

时在空中、水中翻腾；陆面，“花”
开蝶舞，草长莺飞……一幅“海
陆空”三位一体的烟花盛景将掀
起晚会的高潮。

此外， 从全球范围内遴选
出的日本、韩国、意大利和荷兰
四支国外顶级焰火燃放队伍，
将在5月11日齐聚浏阳河畔，进
行巅峰对决， 展现融合各国文
化特色和前沿的“黑科技”。届
时， 来自全国乃至全球各地的
客商也将相约浏阳新地标：三
馆合建项目， 参加5月10日至
12日举行的浏交会，体验花炮
行业最新产品、 观看花炮行业
最新科技。 ■记者 李成辉

通讯员 王艳明

近日， 一名客户到交通银行长沙中
山路支行办理社保卡领取、激活业务。银
行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 拒绝了客户
的要求，但主动提出解决方案，获得客户
称赞。

当天， 这名男性客户到银行网点要
求工作人员为其办理社保卡业务。 工作
人员对客户所持身份证进行联网核查，
发现办理业务的客户与系统显示照片
不相符，但客户主动拿出户口簿、医疗证
明来证实身份。 心存疑惑的柜员再次询
问客户是否本人，客户神情慌张，坚称是
持卡人本人，只是曾做过整形手术。

工作人员警惕起来， 立即将情况报
告。经银行工作人员再三解释，客户才说
出实情，是因其弟弟住院需要社保卡，但
不想弟弟舟车劳顿， 才尝试到银行试试
看能不能办下来。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 银行工作人员
向客户详细讲解了社保卡除了具有社保
功能外，也具备一般银行卡功能，一定要
妥善保管，防止不法分子冒用，同时该卡
社保功能的指纹录入等业务也必须持卡
人本人办理。工作人员提出，如果客户本
人因特殊情况不便来网点领取， 交行可
派出人员上门办理。

客户听完交行工作人员的解释后，
对银行认真负责、 暖心周到的服务表示
感谢， 将回去和家人商量后再预约上门
办理。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买车看车，还能过把5G生活的瘾
湖南车展设5G体验区：直播长沙美景，让你身临其境；5G+无人机+VR，带你神奇体验……

时下风风火火的移动5G究竟啥样？又将以怎样的方
式改变我们的现实生活？你有没有想提前体验的冲动？

好消息来了！2019湖南车展将于5月8日-12日在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长沙世界之窗旁）隆重举行，作为湖南
车展的战略合作伙伴，长沙移动将在车展现场设立5G体
验区，来看车买车的你还能过把5G生活的瘾。

据介绍， 本次5G体验中心将设立五大展示体验区，
分别为5G宣传片展示、VR游戏体验、5G直播体验、5G
无人机和5G智能眼镜体验。

■记者 胡锐

一副智能眼镜，将实
现远程维修、远程医疗手
术、 远程救护等功能，让
你感受未来科技的高效
与魅力。 智能眼镜是AR
增强现实的第一代产品，
眼镜配戴者提供第一视

角视频内容给后台专家
系统 ， 也可以通过音视
频 、图片、文字与后台专
家互动。

该展区可体验到远程
维修、远程医疗手术、远程
救护、安防场景等项目。

操作及原理：无人机挂
载便携式5G�CPE�（净重约
2.5kg） 和360°全景相机
在空中飞行， 全景相机采
集、拼接、合成视频，再通过
机载CPE上行回传至核心
网，下行至近端推流服务器

和分屏处理器， 由VR眼镜及
显示器进行展示，同时可实现
跨城远程投屏演示。

此体验不仅可充分体现
5G的大带宽，还能展现AAU
设备3D-MIMO的立体覆盖
能力。

操作： 选取长沙橘子
洲头风景， 架设高清4K摄
像头（360°广角、20倍光
学变焦球机），摄像头迅速
反应快速捕捉画面， 通过
5G网络回传流畅视频到推

流服务器， 服务器可支持多
路高清画面拉流推送至大屏
幕，实现景点现场回传直播。

在车展也能身临其境地
欣赏到岳麓山、 橘子洲的美
丽风光。

1.Beat�Saber（节奏空
间）： 一款音乐节奏类的
VR游戏，游戏本身运行在
高性能外星人服务器上，
通过5G网络将渲染出来的
内容投送到VR眼镜里。玩
家需要伴随着节奏感的音
乐， 用双手挥舞着激光剑
劈砍魔方。

2.国际空间站：通过对
太空国际空间站进行实时

采集建模、实时渲染，充分体
现5G网络低时延大带宽的
特性，实时推送到VR眼镜客
户端， 可捕捉使用者动作信
息，传回服务端，实现VR虚
拟国际空间站， 让使用者身
临其境。

5G带你激光砍魔方，伴
你畅游国际空间站， 让你体
验5G游戏不一样的烟火。

为你诠释“智慧生活+智慧城市”展区一

展区二 两款5G游戏，可遨游国际空间站

展区三 5G直播长沙美景，让你身临其境

展区四 5G+无人机+VR，带给你神奇体验

展区五 5G智能VR眼镜，可远程医疗救护

第十四届国际花炮文化节将在浏阳举行
全球顶级焰火团队巅峰对决

严格审核+人性化服务
这家银行获客户点赞

链接

第四届中国烟花爆竹博览会26日醴陵开幕
4月17日，醴陵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第四届中国烟

花爆竹博览会暨2019醴陵烟花爆竹交易会将于4月26日-28
日在醴陵中国陶瓷谷举行。 此次博览会展品囊括了各类烟
花爆竹产品、生产器械设备和花炮原辅材料，届时将有来自
全球24个国家、国内14个省份的经销商现场采购。

本届博览会以“五彩醴陵 花炮之都” 为主题，将举办12
项精彩纷呈的活动。 尤其是长达1个小时的焰火文艺晚会，
将以湖湘音乐为背景，形成灯与焰火相融、光与色彩相通的
盛景，完美展现醴陵花炮的五彩魅力。

博览会期间，全国各地的花炮行业专家、学者也将齐聚
醴陵，探讨烟花鞭炮行业“安全、环保、科技、文化”的未来发
展方向，共同弘扬花炮文化、扩大人文交流、促进产业发展。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周浩 通讯员 何俊明

银河证券今年以来截至4月12日的
统计数据显示， 在183只标准股票型基
金中，诺安高端制造股票基金以60.73%
的净值增长率位列第一，同期标准股基
的平均收益率为30.13%。 不仅如此，该
基金近三个月、近半年、近一年各个时间
维度净值增长率均位列同类型排名榜
首。作为中短期业绩冠军，诺安高端制造
股票基金主要投资于高端制造主题相关
上市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同时，力争
实现基金资产的增值。2018年年报显示，
基金经理史高飞判断， 在一系列提振经
济政策作用下， 投资者对可持续增长的
担忧缓解，同时酝酿出市场结构性机会。

长沙移动5G发布会现场。（资料图）

华泰柏瑞沪深300ETF
再获大额申购

复盘诺安高端制造
股票基金制胜逻辑

基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