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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
证”公益自驾游踏着春风，为爱
出发了，4月19日， 首批由40位
爱心彩民和业主组成的车队，齐
聚省福彩中心，开启了这段爱的
旅程。

在最美的人间四月天，湖南
福彩携手湖南电台潇湘之声共
同发起温暖的邀约，在阳光明
媚、 春暖花开的踏青好时节，
开展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
证”公益自驾游，经过前期的招
募， 我们接到全省的咨询报名
电话80余个， 先期筛选了40位
业主和彩民， 组成首批湘潭行
的团队。

当天上午9点， 湖南福彩在
省中心举行了简短的出发仪式
后， 自驾游团队成员纷纷登车，
正式开启湘潭之旅。 根据安排，
一行人将走进福彩公益金资助

项目韶山市福利养老院，慰问孤
寡老人，之后参观伟人故里和花
明楼，寻找红色基因，还将去桃
花林， 拥抱十里桃花的浪漫。首
批湘潭行的彩民和业主将有哪
些感动？ 行程中会有哪些趣事？
敬请关注下期《福彩天地报》和
湖南福彩网。

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
证”公益自驾游活动招募仍在继
续， 下一批我们将组织前往岳
阳， 岳阳行的报名截止日期为4
月 24 日 ，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0731-89735643 或 88883938。

■木子

2019“福泽潇湘·共同见证”
公益自驾游首批团队出发

“长沙、武汉、北京、上海的
朋友们， 有小龙虾剥得快的吗？
有剥完小龙虾不想吃的吗？诚聘
剥虾师，了解一下。”盒马鲜生发
布的招聘启事提到，剥虾师要求
能在半小时内剥完3斤小龙虾，
每天兼职最低 4小时， 日薪
150-200元。

招聘启事发布后，便迅速在
网络上引发热议，部分网友质疑
品牌“制造噱头”。剥虾师应聘情
况如何？4月20日， 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盒马鲜生喜盈门店见到
了前来应聘的高同学。

一盆刚出炉的小龙虾被端
上餐桌后，高同学戴上手套和口
罩， 捏住小龙虾的头将虾提起，
随后将虾尾部分轻轻捏碎，不到

10秒， 一只完整的虾尾被他直
接丢入手边的餐盒里，“刚出炉
的虾很烫， 否则速度还能更快
些。”

周同学表示，对于经常吃小
龙虾的人而言，手剥小龙虾技术
难度并不大， 关键是要抵住诱
惑，做到只剥不吃，“剥虾师忙碌
的时候应该是饭点，肚子饿得咕
咕叫还要为他人服务。”

门店餐饮部负责人陈先生
介绍， 招募剥虾师的消息发布
后，不少市民通过微信、电话等
方式询问工作细节，但暂时没有
招到合适的社会兼职人员。此
外，记者了解到，盒马鲜生将对
该项服务收取每斤10元加工
费，最高50元封顶。

本报4月21日讯 昨日，
记者从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挂牌仪式上获悉，我省到
2018年末中小微企业超83.4
万户，占总企业数量的99%以
上，吸纳从业人员占全部企业
从业人员的85%左右。

4月20日，按照新一轮机
构改革要求，由原湖南省有色
金属管理局与原湖南省中小
企业服务中心整合组建而成
的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
正式挂牌，为省工信厅下属副
厅级事业单位。新组建的省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主任阳望平
介绍，中心将建好“公共服务
平台、科技服务平台、中小企
业融资服务平台、小微企业创
业创新基地、中小企业人才培

训基地”5个服务平台。 其中，
借助原省有色金属管理局直
属的3所研究院， 为中小企业
提供公益性、 基础性科技服
务，促进中小企业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省工信厅厅长曹慧泉认
为， 整合组建省中小企业服
务中心， 有利于发挥原省有
色金属管理局人才、 技术条
件优势和原省中小企业服务
中心政策、融资平台优势，形
成“1+1﹥2”的改革效应。同
时， 引导中小企业参与我省
新兴优势产业链建设， 促进
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 共同
推进制造强省建设。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张泽鹏 王瑜

本报4月21日讯 4月20
日，2018中华茶祖节开幕式
暨桑植白茶推介会在长沙神
农茶都文化产业园举行，拉开
在全省范围内的“品茗思祖活
动月”序幕。

2009年4月10日，海内外
茶人在株洲炎帝陵达成共识，
公认炎帝神农就是中华茶祖，
每年谷雨时节为中华茶祖节。
开幕式上缅怀茶祖炎帝神农
仪式简洁而又庄重，推介会除
主旨推介外，还举行了地域文
化浓厚、内容丰富多彩的文艺
表演，同时围绕会场布置了数
千平方米的“五彩湘茶”特装

展位，进行不同茶类的春茶展
示展销。

据组委会介绍， 此次茶
祖节将举行《邂逅旗袍恋上
茶》大型电视栏目大赛、首届
新化茶旅文化节、 南岳祭茶
大典暨衡山论茶、潇湘·保靖
黄金茶手工制茶大赛、 永顺
莓茶发展战略研讨会、“长沙
绿茶” 推介会等28场系列活
动，通过形式多样的茶事、茶
文化活动， 让民众感受湖湘
茶业文化，体验“五彩湘茶”
魅力。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戴林枫 陈文美

日薪200元，剥虾“技术活”还能赚外快
小龙虾火了，新职业来了 应聘者：半小时剥3斤小龙虾不难，难在忍住不吃

■记者 黄亚苹

“米面粮油，外卖帮你能搬又能扛；感冒发烧，外卖帮你代买
常用药；需要提神，咖啡香烟帮你送上楼……”当“懒癌患者”成
为消费主力军，商家们都挖空心思开拓服务领域。

只动嘴不动手就能吃上口味虾，这样的服务你会享受吗？
4月17日，盒马鲜生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将在长沙、武汉、

北京、上海4城门店招聘兼职剥虾师，日薪150元起。

从送货上门的快递到立等
可取的餐饮外卖，这种由“懒”激
发的消费市场还在不断发酵，当
外卖平台将配送品类从餐饮扩
充到药品、鲜花等品类时，购物
消费平台也在探索着由“懒人经
济”带来的可能性。

新零售不断深入，“饭来张
口”的生活，正在层层渗透到消

费者的生活场景中。
淘宝发布的《懒人消费数

据》 显示，2018年， 中国人为
“偷懒”花费160亿元，同比增
长70%。 其中，95后需求增幅
达到82%成为第一，肥宅快乐
椅、懒人饮料帽、懒人刷牙器
等商品成为淘宝热搜的10大
懒人神器。

长沙超市招剥虾师，半小时要剥完3斤小龙虾

剥虾师背后的“懒人经济”

整合组建的湖南省中小企业服务中心挂牌
我省中小微企业超83.4万户

中华茶祖节上感受湖湘茶业文化

探因

4月20日，前来应聘剥虾师的高同学10秒剥完一只小龙虾。 记者 黄亚苹 摄

为表达农行郴州分行全体
干部职工多年来坚持无私奉献
爱心的感谢和敬意，4月17日，
湖南省郴州市中心血站在该行
为献血达10次以上的职工献血
者授花，并为单位获得国家、省
级奉献奖员工颁发奖状。

献血代表农行郴州分行本
部员工陈清宝今年53岁， 共献
血17次，献血总量6800毫升，手
捧鲜花分享了他的献血感悟：
“献血可以使自己的心灵得到
慰藉和升华， 经常献血可预防
心脑血管疾病、 可提高造血功
能、 可降低血脂、 可预防心脏
病、有益长寿。”

长期以来，农行郴州分行把
无偿献血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
一项“常规动作”，每当中心血库
出现用血紧张情况时，郴州农行
总是及时响应献血活动。每次献
血活动，员工都主动参加。

“无偿献血是一项保障人
民身体健康、 促进社会文明进
步的崇高事业, 依法推进无偿
献血事业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和
应尽的义务。”农行郴州分行负
责人表示， 将经常组织员工开
展无偿献血活动， 用爱心传递
正能量， 为社会公益事业作出
更多的贡献。

活动当天， 行领导带头献
血， 两个小时就有40多名员工
加入到无偿献血的队伍中来，
用实际行动为需要用血的患者
奉献拳拳爱心。

■胡智飞 李萍玉 潘显璇
经济信息

公益献血，真爱无限
农行郴州分行
用行动诠释大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