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日，记者拿
着新版人民币购物，
商店收银员用验钞笔
一一鉴别。

记者 潘显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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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9年 9月 2日
第 2019238期 开奖号码: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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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0

1483

1040
346
173

479440
0

256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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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日 第 2019102期 开奖号码
15 0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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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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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2日讯 今天，记者从
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获
悉， 为企业提供更简便的注销渠
道的湖南省企业注销服务平台已
在湖南政务服务网正式上线。

据了解， 该平台提供简易注
销和普通注销两条途径。 办理简
易注销的企业， 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发布简易注销公
告以及全体投资人承诺等信息
后， 省市场监管局将相关信息推
送至省人社厅、省税务局等部门，
公告期满后30日内向登记机关申

请简易注销登记。
办理普通注销的企业， 自清

算组成立之日起10日内， 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
公示清算组信息，60日内通过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或报纸
发布债权人公告。 省市场监管局
将相关信息推送至省级相关部
门， 各部门对企业注销进行同步
指引， 企业可以通过该平台获知
各环节流程、进度和结果，方便企
业办理相关注销。

企业注销登记结束后， 省市

场监管局将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及时公示企业注销信息，
供公众查询，并推送至社保、商务、
税务、海关等部门。

今年6月，省市场监管局、省人
社厅等五部门联合下发《关于深入
推进企业注销便利化改革工作的实
施意见》。该意见明确，企业办理注
销登记时仅需提交注销登记申请
书、企业解散决议、清算报告3份必
需材料， 领取了纸质版营业执照的
企业，需缴回营业执照正、副本。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彭格欣

9月2日上午，在长沙地铁1
号线的培元桥、开福寺站，记者
分别用面值10元、20元、50元
的新版人民币在一台自动售票
机上购票，但机器无法识别，刚
“吞进去” 便将钞票“吐了出
来”。记者又逐一试了站内的其
余自动售票机， 同样遭遇无法
识别的情况。

不过， 当记者用新版人民
币去到地铁站的人工服务台充
值却非常顺利。工作人员表示，

人工服务台所使用的验钞机都
已升级，能识别新版人民币。

对此， 长沙市轨道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表示， 目前正在加
紧对地铁自动售票机进行系统
升级，其中长沙地铁4号线的自
动售票机已升级完毕， 可以接
收新版人民币；地铁2号线自动
售票机于9月2日全部完成升
级；地铁1号线的自动售票机则
还在调试升级中， 暂不支持用
新版人民币购票。

瑞幸咖啡正在加速布局交通
枢纽。8月底， 瑞幸咖啡长沙火车
站店正式开业， 这也是瑞幸咖啡
无限场景战略的重要一环。

一直以来， 瑞幸咖啡坚持无
限场景的品牌战略， 除了集中布
局写字楼、学校、商圈等白领、年
轻人集中的场景外， 各大城市的
交通枢纽地也没有落下。 像武汉
汉口火车站、济南东站、南京禄口
国际机场、无锡硕放机场、杭州火

车站等地， 都能看见瑞幸咖啡的
身影。

长沙火车站作为城市一级
中心站，每天平均客流量超5万，
一到节假日更是日均多达10余
万人。瑞幸咖啡的门店位于候车
室门外，有消费需求的用户可根
据自身需求， 提前在瑞幸咖啡
APP上选购茶饮、咖啡、果汁、轻
食等不同产品， 到店即可取餐，
非常方便。

事实上， 这已经是瑞幸咖啡
在长沙开出的第二家交通枢纽店
了。此前，瑞幸咖啡开进了黄花国
际机场，门店位置位于T2航站楼
B1层停车场出入口旁，人流量相
当可观。瑞幸咖啡APP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长沙市已有86家瑞幸
咖啡门店实现营业，13家门店处
于装修待开业中。

也就是说， 自去年10月中旬

进驻长沙以来， 不到一年瑞幸咖啡
布局的门店便已有近100家， 相当
于每1个月就有10家新增门店。放
眼全国， 瑞幸咖啡门店同样保持高
速增长， 去年1月1日正式进入咖啡
市场到今年7月16日，瑞幸咖啡在全
国40个城市开了3000余家门店。

3000余家线下门店的落地，意
味着距离年底要建成4500家门店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在今年年初的
瑞幸咖啡战略发布会上， 瑞幸咖啡
创始人、CEO钱治亚曾透露，2019
年底， 瑞幸计划全国门店总数超过
4500家，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连锁
品牌。而在高速扩张的同时，瑞幸咖
啡也会始终秉承品质至上的原则，
为用户提供高品质、 高性价比和高
便利性的产品。2018年12月， 瑞幸
咖啡的咖啡豆在意大利米兰2018�
IIAC国际咖啡品鉴大赛斩获金奖。
同时， 瑞幸咖啡坚持只选择行业前
10%的供应商头部企业进行合作。

瑞幸咖啡 IPO后首份财报显
示，2019年第二季度， 瑞幸咖啡产
品净收入8.7亿， 同比增长689.4%；
累计交易用户数2280万，新增交易
用户590万，公司业务规模呈爆发增
长趋势。预计到今年第三季度，瑞幸
咖啡产品净收入将介于13.5亿元至
14.5亿元之间， 接近门店运营盈亏
平衡。 ■吴芳 经济信息

兴冲冲兑换到“新钱”，结果“花不出去”
部分地铁自动售票机难识别 现金接受设备用户须尽快升级系统

2019版第五套人民币于8月30日发行， 吸引了
不少市民去到银行网点“尝鲜”兑换。如今已过数日，
但三湘都市报记者体验发现， 新版人民币在长沙仍
遭遇“难花出去”的尴尬：部分商超的验钞机尚未升
级，无法识别新版人民币，以致商家拒收；使用频率
颇高的地铁自动售票机， 目前也还有部分设备暂不
支持新版人民币购票。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肖娴

湖南省企业注销服务平台上线
省市场监管局将及时公示企业注销信息供公众查询

窘境 地铁自助售票机正在升级

记者从人民银行长沙中心
支行了解到， 目前全省银行业
金融机构各类在用现金机具4
万多台， 其中升级了3.8万余
台，不能升级机具则全部更换，
金融机构现金机具全部能有效
识别新版人民币。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提醒，广大社会商用现金接受

设备用户一定要尽快升级系
统，谨防因机具未及时升级或
更新而发生误识、 拒收风险。
下一步，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将联合银行业金融机构开
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暨2019
年版第五套人民币宣传活动，
进一步扩大宣传面，普及人民
币防伪知识。

现状 商户对新版人民币接受程度不一

随后， 记者又去到一些商
超、宾馆等地进行体验。

在开福区湘春路一家小超
市，记者购买了一瓶矿泉水，付
款时拿出一张新版10元人民
币。 年过六旬的老板接过钱后
反复掂量， 举着钱在灯光下看
了许久， 才充满疑惑地说：“你
这钱是假的吧！颜色、样式都跟
真钱不一样。”记者随即向老板
解释称这是才发行的新版人民
币，但老板并不相信，用验钞机
识别，结果机器发出提示音“请
注意，这张纸币有疑问”。记者
只好使用了手机支付。走之前，
热心的老板还不忘提醒记者
“小心上当受骗”。

记者又走访了附近的两家
连锁便利店，店内的验钞机和验

钞笔均能识别出新钞。收银员表
示，虽然现在还没有人使用新钞
来购物， 但是只要机器能识别，
他们就不会拒绝接收新钞。

当天，记者共跑了6家便利
店和小超市， 其中过半商户不
接收新版人民币， 愿意接收新
版人民币的均是连锁便利店，
及时对设备进行了升级； 不愿
接收的多为个体户， 店内的验
钞机无法识别新版人民币。

不过， 在湘春路上的一家
三星级宾馆， 前台的验钞机虽
然能正常识别新版人民币，但
收银员却表示，“没接到上头通
知，暂时不收新钞。”此外，一些
摆放在写字楼和地铁站内的自
助售货机也无法使用新版人民
币购物。

点钞机等设备要及时升级提醒

加速布局交通枢纽 瑞幸咖啡在长沙火车站开店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