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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

本报2月13日讯 今天，记者从
长沙经开区获悉， 该园区的广东拓
斯达长沙重工事业部研发出全自动
一拖二平面口罩机。 该设备仅需一
名操作人员， 每小时产能约4000片
口罩。 目前， 口罩机已供应给比亚
迪、 富士康等企业跨界生产口罩，有
效缓解了企业口罩供不应求的局面。

广东拓斯达长沙重工事业部总
经理侯健告诉记者， 他们最新研发
的全自动口罩机是由一台主机加两

台耳带焊接机， 通过一条一分二的
传送线连线而成。 每台设备仅需一
名操作人员，即可实现从卷料上料、
折叠压合成型及分切、 耳带上料机
焊接、下料的全自动生产过程，大大
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发生疫情后，口
罩成为紧缺的防疫物资， 侯健立即
组织人员研发出全自动一拖二平面
口罩机。“2月10日复工， 前期已交
付3台设备，这几天又接了300台订
单。” ■记者 胡锐

本报2月13日讯 近日，长
沙一名家长在学校班级QQ群
里，被冒充班主任的骗子骗走了
1250元培训费。今日，长沙反电
诈中心独家向三湘都市报发布
提醒，提醒广大家长注意防范。

2月12日上午9时许， 家住
长沙雨花区的李女士手机QQ上
突然收到一条来自女儿学校班
级QQ群内的临时对话消息，对
方自称是女儿的班主任，“说开
学了要交一个培训费1250元，
问我是否要报名。”李女士说，她
查看“班主任”QQ号头像和名称
都没异常， 于是没多想就答应报
名，并扫描“班主任”提供的支付
二维码，支付了1250元。“班主任”
又称培训时要使用平板电脑，需

要另外再交1598元押金。 发现不
对劲后， 李女士电话联系了女儿
的班主任，“老师告诉我根本就没
这回事。”事后，李女士核对“班主
任”和真班主任的QQ号码，才发
现头像一样，但号码不一样。李女
士立马报警。

对此，长沙市反电诈中心民
警翟安表示，遇到类似二维码付
款，家长切记要与老师进行电话
确认，不可盲目扫码付款。“从复
工以来，冒充身份类诈骗警情有
增加趋势，排在了前三位。”翟安
介绍说， 从2月1日至2月12日，
长沙市反电诈中心共接到此类
诈骗警情22起，其中冒充班主任
诈骗的仅这一例。

■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翟安

雪球开放线上
综合服务能力

2月12日，投资社区雪
球宣布， 向证券类私募基
金管理人全面开放线上获
客、线上服务、线上交易能
力， 为全市场证券类私募
管理人提供集品牌构建、
营销触达、产品交易、投研
支持一体的线上化交流交
易整体解决方案。

雪球财富事业负责人
栾天昊表示，“雪球社区此
次向市场所有证券类私募
机构开放线上综合服务能
力， 通过雪球社区的深度
交流形态， 达到资金风险
偏好和基金投资策略的高
度匹配， 高端财富管理的
潜力有望得到进一步释
放。”

华夏科技ETF
“铁三角”强势出击

Wind数据显示，截至
2月12日，科技领域核心代
表指数国证芯片指数、中
证人工智能主题指数和中
证5G通信指数年内涨幅
分别为33.40%、20.47%和
12.295， 大幅跑赢同期上
证综指、 沪深300指数。与
此同时， 科技类ETF也成
为资金竞相追逐的对象。
其中， 华夏基金旗下科技
ETF铁三角———华夏芯片
ETF（159995）、华夏AI智
能ETF（515070） 和华夏
5GETF（515050）二级市
场交投活跃 ， 成为科技
ETF中的佼佼者。 业内分
析人士表示，“5G+AI+芯
片”的铁三角模式，为投资
者提供了更加立体化的科
技股投资工具。

本报2月13日讯 疫情形势严
峻，网上买菜成为趋势。从2月6日
开始， 在天心区农业农村局的号召
和指导下， 三湘银行联合益农信息
社、农民伯伯电商平台、快乐购等机
构，发起了爱心蔬菜团购活动，帮助
本地菜农建立网销渠道， 让蔬菜从
基地直达社区。 截至2月11日晚，爱
心蔬菜团购活动已为长沙市175个
小区的1830位居民提供了服务。

2月9日，家住长沙市天心区欧
园小区的陈女士通过与邻居拼团，
在小区门口就拿到了一大包蔬菜，
包括大白菜、 胡萝卜和西兰花等5
种蔬菜，重5斤。这是她通过三湘银
行爱心蔬菜团购活动购买的。“这
下不用出门买菜了，能安心在家宅
好几天， 可以避免交叉感染的风
险。”陈女士说。

“我们的初衷，正是让大家能自
觉在家防疫，让有需要的城里人下
楼就有菜，又能帮助传统的菜农拓
展销售渠道，避免他们的农产品在
疫情期间出现滞销。”2月6日开始，
三湘银行总行营业部乡村金融部
的11名员工自发组成了一支爱心

志愿团队， 负责建立和运营爱心蔬
菜团购客户群，并进行统计订单、协
助收款、客服解答等工作，长沙市天
心区益农信息社负责菜品采摘、包
装和配送， 政府方面则统一对供应
的蔬菜进行防疫监测。 在各方的紧
密配合下， 当日采摘的新鲜蔬菜当
天就直接送到社区。

据了解， 爱心蔬菜团购价格为
20元/袋，每袋包括五种蔬菜（均为
当季蔬菜，品种随机），总重量不低
于5斤， 以小区为单位进行免费配
送， 每个小区一次配送不低于10
袋。 配送员会将蔬菜放至小区内的
指定地点，由客户自提，全程不接触
客户，避免交叉感染。

按照配送区域， 三湘银行的志
愿者们已经建立起长沙市内五个城
区的爱心蔬菜团购微信群， 群内以
小区为单位下单，从菜地直送，不经
过转运和分发，不喷水、不泡水，让
社区居民吃得放心。2月6日至2月
11日的6天时间里， 爱心蔬菜团购
已完成了1908份爱心蔬菜的团购
订单配送。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韩康 熊琦

网络教学禁打赏，不给家长布置任务
长沙“停课不停学”有新要求：小学每课时20分钟，仅上午授课；中学授课15：30前结束

提醒
孩子还没开学，就收到预交培训费消息
这位“班主任”潜伏家长群行骗

全自动口罩机来了，每小时产4000个

宅在家里就能买到新鲜菜
爱心团购让蔬菜从基地直达小区

长沙中小学开学又延期了。这段时间，如何把“停
课不停学”的网络教学工作做好？春季开学准备工作有
些什么要求？2月13日下午， 长沙市教育局召开疫情防
控延期开学期间教学工作推进视频会，
就相关工作进行部署。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黄军山

不向家长布置任务

会议现场， 对3天来开展网
络教学的亮点和不足进行了分
析。而下一步工作，长沙市教育
局局长卢鸿鸣强调了6条要求。

在“授课内容”方面，除毕业
年级外， 其他年级不上新课，不
按教学计划上课；何时按教学计
划组织教学，根据疫情防控情况
另行通知。“课程安排”上，小学
以素质教育课程为主，中学以科
普、心理健康、居家锻炼、综合实
践、知识梳理、知识拓展、阅读指
导、寒假作业讲评等为主。同时，
对于“时长要求”也作了明确规
定， 要适应居家学习的特殊性，

小学、初中、高中每课时分别为
20、30、40分钟，小学仅安排上午
授课， 中学的授课时间在15：30
以前结束。此外必须遵循“公益
原则”， 任何平台都不能出现广
告，不能诱导学生参加收费的个
性化学习，不能出现打赏功能。

针对家长们非常关注的变成
“助教”的问题，卢鸿鸣强调必须
是学生“自主原则”，不打卡、不拍
照上传，不向家长布置任务。同时
还要注重“教学质量”，符合网络
教学、居家学习的特征，杜绝注入
式、灌输式，提高课程质量和视频
制作质量，提高实效。

必须充分做好开学准备

根据目前安排，湖南省各级
各类学校2020年春季开学时间
不早于3月2日。尽管开学时间尚
未确定，但会上强调，长沙各级
各类学校要以3月2日为时间节
点，做好3月2日后随时可以开学
的工作准备。

目前，市教育局下发了《2020
年长沙市春季开学准备与疫情防

控工作方案》，其中包括教育教学、
食堂管理、学生公寓管理、门卫管
理、 校车管理5个方面的实施细
则和疫情防控与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应急预案，并从疫情排查摸
底、 师生健康监测、 教育教学安
排、爱国卫生运动、后勤服务工作
等方面， 就春季开学准备与疫情
防控工作进行了部署。

深入督查，违规将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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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工作要求得到落
实，从下周起，市区两级教育部
门将组织督查组， 深入区县和
学校开展督查， 重点督查的是
停课不停学的6条要求落实情
况和开学准备情况。

市纪委、市监委驻市教育局

纪检监察组组长谢小红表示，对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听从统一
指挥、不服从统一安排、失职失
责的人员，将依纪依规依法予以
严肃处理。卢鸿鸣指出，督查情
况将及时通报，对督查发现的违
规违纪现象将进行严肃追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