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内罗毕

走！从长沙打“飞的”去探索神奇非洲
我省首条直飞非洲定期航线6月12日开通 为中非经贸博览会开辟新的“空中走廊”

优惠

农行衡阳分行切实
做好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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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1日 第 2019058期 开奖号码

红球: 07 12 08
奖池累计金额 ： 52057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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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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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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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5月 21日

第 2019134期 开奖号码: 3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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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5
0

1625

1040
346
173

1149200
0

281125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

今年以来， 农行湖南衡阳
分行不断加大防范非法集资金
融知识宣传力度， 积极开展防
范非法集资宣传教育活动，对
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了很好
的作用。

做好阵地宣传工作。 全市
各县 (市)区支行网点通过在各
营业机构门楣及大厅利用LED
显示屏滚动播放防范非法集资
宣传标语及宣传片， 在厅堂内
张贴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海报，
同时，利用客户沙龙活动，开展
防范非法集资知识介绍， 一对
一、 点对点地进行防范非法集
资教育， 营造浓厚的阵地宣传
氛围。

积极开展进社区、 进广场
活动。各支行、各网点派出专门
人员选择社区人员多、 广场流
动人口多的地方，耒阳支行、衡
山支行和常宁宜阳支行等机构
积极走进社区和周边广场，布
展台、发折页，向过往居民介绍
防范非法集资基本知识， 详细
讲解非法集资的风险特征，耐
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关于非法集
资方式等问题， 赢得了社区和
小区居民的广泛赞誉。

开展进菜场、进市场活动。
在常宁洋泉农贸市场，支行和
网点人员利用与农贸市场合
作紧密、 位置靠近的优势，在
农贸市场设置了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点，借助农贸市场人流
量集中的特点，组织人员向市
场商户和群众深入介绍防范
非法集资知识， 散发宣传折页
4000份，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
好评。

■关细林 潘显璇 经济信息

交通银行布拉格分行开业
当地时间5月20日，交通银

行布拉格分行在捷克共和国首
都布拉格正式开业。该行是交行
设立的第23家境外银行机构，
也是交行在中东欧地区设立的
第一家分行。

交通银行行长任德奇、捷克
中央银行副行长托马斯·尼德茨
基、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等在
开业活动上致辞，来自当地金融
业、工商业及社会各界的150余
位嘉宾参加开业活动。

任德奇在开业活动上表示，
捷克是中东欧地区吸引外资最
成功的国家之一，布拉格分行的
成立，是交通银行服务中东欧地
区的重要里程碑。近年来，中捷
两国在金融、经贸、旅游等领域
合作发展迅速。布拉格分行将秉
承“创造共同价值”的企业使命，

为两国客户提供更为全面、便捷
和优质的金融服务，助力两国企
业实现共赢。

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
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
一。1987年交通银行重新组建，
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
股份制银行， 并在香港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截至
2018年末， 交通银行资产总额
为9.53万亿元人民币， 全年累
计实现净利润736.3亿元人民
币，境外银行资产规模超过1万
亿元人民币。

交通银行连续十年跻身《财
富》世界500强；列《银行家》杂
志全球1000家大银行一级资本
排名第11位，连续5年跻身全球
银行20强。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本报5月21日讯 湖南旅
客在家门口就能打“飞的”直达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 探索神奇
非洲了。今天，省政府新闻办在
长沙召开“长沙-内罗毕航线开
通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获
悉，南方航空公司将于6月12日
新开长沙—内罗毕航线， 这是
我省开通的首条直飞非洲的定
期航线。

中非经贸博览会
举办前通航

声势浩大的东非野生动物
大迁徙， 豪迈壮观的东非大裂
谷、 乞力马扎罗山下成群的火
烈鸟翩翩起舞……肯尼亚被誉
为“动物天堂”，是一个非常有
特色的非洲国度。

“长沙-内罗毕直航航线是
我省第一条直飞非洲的定期航
线。”省政府办公厅巡视员罗建
军介绍， 中国—非洲经贸博览
会长期落户湖南， 第一届将于
2019年6月27日至29日在长沙
举办。“在此之前开通长沙直飞
内罗毕新航线， 将对加强新时
代中非经贸合作发挥积极作
用。”

旅途从24小时
缩短至12小时

近年来， 湖南与非洲的贸
易连年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
28亿美元。记者获悉，湖南在非
洲投资的企业超过120家，合同
投资总额近10亿美元，其中，不
少湖南本土领军企业都有非洲
出行的需求。

“由于没有直达航班，驻非
员工前往肯尼亚通常需要在广
州或香港中转， 旅途有时长达
24小时。 长沙—内罗毕航线开
通后， 免去了长时间的中转等
待， 将旅途时间缩短到了不到
12小时， 大大节省了往返时间
和出行成本。”南航湖南分公司
总经理朱磊说。

肯尼亚是“一带一路”倡议
在非洲的重要参与国， 其首都
内罗毕是东非地区的经济中心
和媒体中心, 拥有肯尼亚最大
的航空市场。 长沙—内罗毕往
返航线，不仅串联了长沙、内罗
毕两个城市， 也在长江经济带
和非洲之间建立了一条紧密的
空中纽带。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刘恒

本报5月21日讯 只有通
过“单一窗口”申报的原产地证
书才可自助打印？ 印章如何修
改？为优化营商环境，海关总署
自2019年3月25日起开展原产
地证书自助打印试点工作，不
过市民对具体流程仍存在很多
疑问。对此，今日，长沙海关就市
民关心的热点问题进行答疑。

所谓自助打印， 是指原产
地证书申领人向海关发送原产
地证书电子申请， 电子申报数
据经海关审核通过后， 通过中
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
或“互联网+海关”打印版式化
原产地证书。

必须使用中国电子口岸卡
才能自助打印吗? 长沙海关相
关负责人解释称， 企业必须使
用电子口岸法人卡上传印章、
签名，并对印章和签名、代理打
印进行授权； 证书打印和异常
申请可以使用用户名密码方式
或电子口岸卡登录。 未申领中

国电子口岸卡的企业， 需到各
地“中国电子口岸数据分中心”
办理。

“并非只有‘单一窗口’申
报的原产地证书才可以自助
打印。”该负责人表示，通过所
有平台申报的原产地证书，只
要符合要求， 均可通过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标准版进行自助
打印，“如想要更改印章， 在印
章列表界面， 先勾选想删除的
印章，依次点击停用印章、删除
印章后重新新增印章， 在自助
打印系统中刷新后重新授权。”

印章和签名已经授权成
功， 为何查询不到待打印的证
书?“目前， 仅可查询授权成功
之后审批通过的证书、15种可
自助打印范围内的证书，以及证
书出口商或申请人自己所在企
业的证书。”长沙海关提醒市民，
在自助打印过程中如果遇到问
题，可致电“单一窗口”服务热
线010-95198。 ■记者 卜岚

据悉， 长沙-内罗毕航线的往返航班号分别为CZ6043、
CZ6044，航程为长沙-内罗毕，出港班期为每周三、周日，由
空客A330客机执飞。 长沙至内罗毕单程飞行时间为11.5小
时，往返约24小时。去程CZ6043航班长沙起飞时间为00:50，
当地时间07:30到达内罗毕。回程CZ6044航班，内罗毕起飞
时间12:50，次日北京时间06:05抵达长沙。

据了解，长沙-内罗毕单程全价9800元人民币（不含税），
前6班优惠幅度较大， 长沙—内罗毕经济舱单程1700元起，往
返2000元起；公务舱单程8000元起，往返10000元起（不含税）。

肯尼亚电子签证只需提前2个工作日以上在网上填写
相关信息进行申请，获签后打印携带。签证周期为送签之日
起2-5个工作日。

前6班往返2000元起

为何查不到待打印的原产地证书？
长沙海关就热点问题答疑

长沙-内罗毕航线6月12日开通，可以更便捷去探索神奇非洲。 南航湖南分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