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行推出智能存钱罐，帮孩子收取和管理自己的零花钱

理财从娃娃抓起，带火“宝贝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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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宣传福彩
事业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巨大成效，
充分展示当代福彩人的风采，助推全省福
彩事业高质量发展，湖南福彩决定在全省
开展寻找“最美福彩人”主题宣传活动。

从全省所有福彩销售、管理从业人员
中，推选出“最美创新开拓者”：具有较强
的创新精神，能大胆探索，开拓创新，通过
科学的方式方法， 有效开创工作新局面。
“最美敬业奉献者”：热爱本职岗位，有较
强的事业心和责任心，具备良好的职业道
德，坚持辛勤工作，无私奉献，在平凡的岗
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最美文化传
播者”：对彩票有着正确、客观的认识，积
极倡导理性购彩、快乐购彩、积德行善的
购彩理念，积极对外宣扬“公益、慈善、健
康、快乐、创新”的福彩文化。“最美诚信经
营者”： 在彩票销售中遵纪守法， 诚信经
营，讲信用，守承诺，无欺诈，自觉维护彩

民利益，维护行业形象，具有良好的口碑。
“最美热心公益者”： 坚持福彩公益宗旨，
恪守福彩公益理念，乐于助人，热心各类
慈善公益事业，能够通过自己并带动身边
爱心人士去帮助他人。

本次活动采取推荐—走访—确定的
模式， 首先由市州福彩中心分类各推荐2
至3名代表人物， 然后活动组寻访团深入
全省寻访，充分听取拟推荐人选所在单位
或主管部门的意见和建议，广泛征求当地
社会公众意见，最后根据上报材料和寻访
结果，提出建议名单、完成网络投票，通过
专家评议小组打分与网络投票加权分数
相加，决出每类别得分排名前两位为10位
“最美福彩人”。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拥
有湖南省金沐实业有限公司债权总额 9739.38 万元，
其中债权本金 6000 万元， 收购时债权表外息 2031.2
万元，收购后产生的孳生利息 1644.74 万元，代垫费用
63.44 万元； 上述债权数额计算截止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项目债权担保方式为抵押 + 保证担保。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 债权担保及瑕疵情况请登
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
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
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日期以发布日期为准。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有效。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或债务减免。

上述债权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
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
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 以及有关
排斥、 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的
举报。
受理公示事项

联 系 人： 陈先生 罗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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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 41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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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对湖南省金沐实业有限公司债权项目处置公告

本报6月2日讯 6月1日，2019
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大赛决赛
在湖南商学院举行， 来自全省39所
本科高校的100支团队参与角逐各
个奖项，最终湖南大学的“云灯”现
代智慧城市节能照明云平台等14个
项目斩获主题赛一等奖， 湖南商学
院的“基于亚马逊平台的太阳镜出
口营销策划方案” 等12个项目荣获
跨境专项赛一等奖。

2019年湖南省大学生电子商务
大赛由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商务
厅主办，湖南商学院、长沙市电子商
务协会承办。 今年的比赛除了设置
有主题赛之外， 还新增了跨境电商
专项赛。

此外， 一些优秀的参赛项目即
将投入到实际运用中来。 比如湖南
工学院团队研发的“蜜桃森林”APP，
是一个以黄桃销售为中心，集娱乐、
生活与公益于一体的线上交易平
台， 旨在帮助贫困农民推销滞销黄
桃。目前，这一平台即将进入市场推
广阶段。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余文婷

本报6月2日讯 今日，记者
从长沙海关获悉，前4月，我国对
非洲进出口4487.9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同期增长8.9%，高于同期
我国外贸涨幅4.6个百分点。

“中非经贸合作已经进入
历史最好阶段。”长沙海关相关
负责人介绍， 非洲国家以及非
洲联盟已先后出台了包括《非
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等重要发
展战略文件， 希望通过与中国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对接，推
动非洲工业化和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当前，我国对外经济合作
从以往的“商品输出时代”向“资
本输出时代”转型升级。

此外，非洲开发银行发布的
《2019年非洲经济展望报告》显
示，预计到2030年，非洲的劳动
年龄人口将增至10亿左右，按
照目前的劳动力增长率，非洲每
年需要创造1200万新工作岗
位。按照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
议，非洲将创建世界上最大的自
由贸易区，实现人员、货物、服务
的自由流动，这或许将向我国提
供巨大的市场输出资源。

■记者 卜岚

【新奇】 数字化带来管理
零花钱新体验

长沙银行工作人员告诉
三湘都市报记者，在使用快乐
小象智能存钱罐前，需要孩子
在银行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儿
童账户，然后将智能存钱罐与
银行账户进行绑定。 通过
WIFI连接后， 即可在智能存
钱罐的屏幕上实时看到当日
的账户余额、收益等信息。

同时，快乐小象智能存钱
罐可以让家长与孩子进行多
种互动。家长登录APP，绑定
孩子的银行卡和智能存钱罐
后，动动手指就能给孩子“发
送”零花钱。而且家长还能设
定成长计划和奖励机制，比如
孩子完成扫地、洗碗等任务就
能获得一定的零花钱奖励，具
体任务会显示在智能存钱罐
上， 孩子完成后零花钱则会
自动转到其账户上。此外，智
能存钱罐里还储存了丰富的
针对孩子的财商教育课程视
频，让孩子可以学习各种理财
知识。

“对孩子而言， 如何让他
们有兴趣地参与到理财的学
习中来，一直是一个难题，智
能存钱罐正好给孩子带来了
一个全新的体验。” 当天，长
沙市民夏莉莉特意带着5岁
的孩子来到现场体验了智能
存钱罐。

记者了解到，世界上第一
款智能存钱罐是由新西兰
ASB银行在2015年9月推出，
广受家长和孩子们的欢迎，
长沙银行此次是取得了新西

兰ASB银行智能存钱罐产品
在中国独家代理商的授权，
并成为该产品在中国地区的
首家发行银行。在国内，中信
银行和招商银行也已经在
2018年推出了类似的智能存
钱罐产品。

【目标】 成为孩子
财商教育的新途径

“很多家庭都是孩子把压
岁钱等资金交给父母，其实并
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孩子
参与理财更为重要。” 业内人
士表示， 智能存钱罐的出现，
大大增强了亲子互动，为对孩
子进行财商教育提供了一个
新途径，进一步提升了孩子的
理财体验，也体现出当前各家
银行及家庭对于儿童财商教
育的重视程度。

记者还注意到， 近年来，
一到寒暑假，众多银行都会推
出“小小银行家”、“小小大堂
经理”等各类体验活动，而且
儿童理财卡、 迪士尼金银币、
智能存钱罐等充满了童趣元
素的银行产品也屡见不鲜，各
大银行越来越热衷于开展少
儿财商体验教育以及亲子活
动， 并推出不少儿童专属产
品。

长沙一家股份制银行的
理财经理表示，银行之所以愿
意花费大量精力来开展这类
活动，除了掘金“宝贝经济”
外， 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带
有亲子因素的活动和产品，
锁定以家庭为单位的优质客
户，从而增强客户黏性，树立
理财品牌。

还记得小时候将零花钱存进存钱罐里的那种感
觉和期待吗？移动支付的兴起，让存钱罐渐渐淡出了
视野。不过也有银行另辟蹊径，将科技金融与实际需
求相结合，推出智能化存钱罐产品。儿童节当天，长沙
银行推出快乐小象智能存钱罐产品，让孩子们可以通
过电子化的方式收取和管理自己的零花钱。

■记者 潘显璇

湖南福彩寻找最美福彩人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
中国太保寿险推出畅享未来少
儿医疗保险（H2019），为出生
满30天-17周岁的少儿提供专
属医疗保障， 全面呵护孩子身
心双重健康。 该产品续保方便
宽松，产品在办前提下，只要首
次投保及续保期间累计理赔金
额未超过保单对应的基本保险
金额的3倍，即可续保，解决保

险理赔后续保困难的问题。
该产品门诊住院覆盖广，

提供社保范围内的意外伤害门
（急） 诊医疗保险金和住院医疗
保险金的双重保障， 若罹患保险
产品约定的严重川崎病等4种特
定疾病， 一次或多次累计给付的
住院医疗保险金， 最高可以达到
基本保险金额的双倍。

■通讯员 陈婧 经济信息

中国太保推出畅享未来少儿医疗保险（H2019）

大学生比拼电子商务
26个项目荣获一等奖

▲6月1日，长沙一些家庭带着孩子来体验智能存钱罐。
记者 潘显璇 摄

▲长沙银行推出的快乐小象智能存钱罐。

前4月我国对非洲进出口4487.9亿元

中非经贸合作进入历史最好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