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9日，农行湖南娄底市娄星
区支行接到区警方打来的电活，对该
行近日严格把关堵口，火眼金睛发现
线索并协助警方破获一起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给予高度赞扬和感谢。

5月11日下午， 该行在为一青年
男子办理银行卡书面挂失补卡业务
时，发现其一年内已多次申请银行卡
挂失，柜员在对其进行尽职调查时，男
子显得神色慌张。经柜员深入核查，该
男子系“高度可疑客户”，柜员初步判
断其涉嫌利用银行卡从事电信网络
诈骗。该行立即启动应急方案，迅速向
上级行汇报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警
方和银行工作人员联动配合下，一举
抓获嫌疑男子，并当场收缴了部分银
行卡和涉案资金14.8万元。经审讯，警
方挖出了该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近年来， 娄底市高度重视打击治
理“电诈”犯罪行为，形成了党政总揽、
政法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打击
治理工作格局。特别是今年疫情期间启
动的新一轮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
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 该市举全市之
力，采取严厉之措，有效遏制了涉诈犯
罪高发势头。据了解，今年1至5月中旬，
该市金融机构配合执法部门依法止付
涉案账户733个， 金额2114万余元；冻
结涉案账户68个，金额386万；主动排
查高风险账户785个，并对其采取了严
格管控措施，并配合打掉一批“电诈”犯
罪团伙。今年来，仅该市农行分支机构
就把关堵截涉嫌“电诈”等事件20余次，
止损金额120多万元。 ■王志明

湖南娄底:
金融发力摧“电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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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招商证券、海通证券、
银河证券和济安金信四家权威机
构最新的基金评价结果出炉，工
银瑞信凭借突出的综合投资管理
能力， 旗下共有24只基金获得五
星评级，产品覆盖股票、混合、债
券、 指数、QDII等多种类型。其

中，工银前沿医疗、工银养老产
业凭借优异的业绩表现，同时包
揽四家机构的最高评价；以长跑
能力见长的工银双利债券、工银
产业债同时获得银河证券的三
年期、五年期双五星以及海通证
券、济安金信的五星评级。

工银瑞信24只基金斩获五星评级

近期， 三湘彩民开启中奖连
环模式，不仅双色球、七乐彩、刮
刮乐“南岳衡山”等不同玩法一等
奖全面开花， 而且双色球还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连续五期中出一等
奖（2020028期至2020032期）的
大好局面，如此给力的中奖形势，
让我省彩民彻底火了起来。

4 月 30 日 ， 福 彩 双 色 球
2020031期开奖， 开出红球2、5、
9、15、16、27，蓝球9。当期全国中
出一等奖14注， 单注奖金560万
余元， 湖南占据全国的七分之一
强，收获2注头奖，其中株洲醴陵
市左权路18号的43033061号投
注站喜中1注。五一长假结束后的
第一天， 中奖彩民李先生在家人
的陪伴下， 到省福彩中心领取了
属于自己的幸运大奖。

而立之年的李先生，对福利彩
票还是挺有感情的， 每次在投注站
都会玩玩快开游戏， 然后机选几注
双色球，多年来，偶尔购买彩票的李
先生总是机选，直到一个月前，灵感

迸发的他，决定改变投注方式，用家
人的生日组合了5注号码， 然后守
号，没想到奇迹出现了，仅一个月，
这张10元的自选单式票，就中得一
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各1注，奖金
560余万元。其实开奖当晚10点多，
李先生就通过手机核对了彩票，开
始还以为只中了二等奖，仔细核对
后才发现，原来中出的是一等奖，激
动之余，马上跟老婆分享喜讯。

经过了一个五一节思考，李先
生对于奖金的规划已经胸有成竹
了，一部分用于改善家人生活，另一
部分将用于做公益，为社会主义建
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木子

守号仅一月，560万元大奖降临

市场

本报5月21日讯 “茶和世界
共品共享”。今年5月21日，是联合
国确定的首个“国际茶日”。上午，
“庆祝5·21‘国际茶日’湖南启动
式”在当日开业的“湖南贫困地区
优质农产品展示中心”举行。本次
活动主要通过现场展示、品鉴、直
播带货和网络、 融媒体以线上云
活动等方式，弘扬茶文化，促进茶
消费、带动茶产业复苏。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兰定国

表示，近年来，湖南茶业强势发展，
“安化黑茶”、“湖南红茶”、“潇湘绿
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 等区
域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 消费市场
不断扩大，全省呈现出了“三湘四水
五彩茶香”的发展格局，茶产业已成
为我省精准脱贫、 乡村振兴的重要
产业和湖南农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省茶业协会会长、 湘茶集团董
事长周重旺介绍，至2019年底，我省
茶园面积已发展到280万亩， 产茶

28.7万吨，出口4.93万吨，创汇1.7亿
美元，实现茶叶综合产值910亿元。

据了解，“国际茶日” 启动式后
至6月20日， 主办方还将利用云技
术、云平台，通过茶宣传、茶扶贫、茶
体验和茶消费等专题， 借助网上茶
博会、线上培训课堂等平台，促进茶
消费； 同时通过多种活动营造饮茶
爱茶、传播茶文化、支持茶产业的浓
厚氛围。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刘晓玲

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开奖信息
2020年 5月 21日 第 2020040期 开奖号码

红球: 19 12 06
奖池累计金额 ： 947818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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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01 蓝球: 04

中奖注数
（湖南）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
○○○○○○
○○○○○●
○○○○○
○○○○●
○○○○
○○○●
○○●
○●
●

92
1462
62512

1172655

10664440

5
0
30

2137
44285

384814

0
232103
3000
200
10

5

8416563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20年 5月 21日

第 2020093期 开奖号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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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3
0

1125

1040
346
173

897520
0

19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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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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能恢复向好，“买肉不嫌贵了”
我省猪肉零售均价连续12周下降，预计未来一周仍会稳中有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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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腿肉全瘦肉28元一
斤，带皮的25元一斤，五花肉
26元一斤。”5月21日，银盆岭
生鲜市场， 颜艳红麻利地向
前来买肉的顾客介绍价格。

经营肉铺10年， 颜艳红
对今年肉价的起起伏伏感触
特别深。“过年期间碰上疫
情，3月份生鲜市场复工，当
时零售价是34元一斤。”颜艳
红回忆，近两个月来，猪肉价
格一直在降， 算下来整体降
价幅度不小。

长沙市开福区荷花池生
鲜市场红运土猪肉的谭老板
告诉记者， 今年1月初时，猪

肉货源少，零售价最高时一度
到了40元一斤，而现在前腿肉
和后腿肉都只要26元一斤了。
“现在猪肉货源充足了， 降价
是自然的。不过，价格的起伏
对我们店来说影响不大，猪肉
是刚需， 大家该买的还是会
买，客流量一直比较稳定。”

“过年前后猪肉要38元一
斤，来店里消费的很多是老客
户， 我们的馄饨价格不涨价，
赚得比较少， 现在猪肉降价
了，等于是成本降低了，利润
肯定比之前要多一些了。”在
荷花池巷经营馄饨店的王老
板说。

“春节期间猪肉要三十六七元一斤， 现在只要
二十出头了， 价格降了很多， 买肉不觉得‘肉疼’
了。”5月21日上午， 来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生鲜市
场买菜的刘女士乐呵呵地说。

省商务厅发布的最新湖南省生活必需品市场
运行情况显示，从2月26日至5月19日，我省猪肉零
售均价已连续12周下降。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王玉琼

市民买肉不再感慨“贵”

除了老百姓的切身感受，
省商务厅每周发布的湖南省
生活必需品市场运行情况也
显示，春节后我省猪肉零售均
价一直在平稳地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
第8周（2月19日－25日），随
着餐饮门店、工厂食堂逐步开
始营业，猪肉消费增加，猪肉
零售均价略有上涨， 为每斤
32.705元，环比上涨0.23%。

不过， 从2月26日至5月
19日， 也就是接下来的12周

时间， 我省猪肉零售均价持续
下降。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
第20周（5月13日－19日），猪
肉零售均价为每斤28.49元，环
比下降了1.09%。算下来，12周
的时间里， 我省猪肉零售均价
从每斤32.705元跌至了28.49
元，下降了约13%。

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 目前生猪产能恢复积极向
好，市场消费拉动力不足，预计
接下来的一周时间猪肉价格会
稳中有降。

预计全省猪肉零售均价仍会下降趋势

“云活动”助推“五彩湘茶”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