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刘永
涛）“保本保息”投资产品又来了！ 记者
从长沙部分银行获悉，今年第三期和第
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开始发售，最大
发行总额为400亿元，持续至6月19日。

此次发行的两期国债均为固定
利率，第三期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
为4%，最大发行额为200亿元；第四
期期限为5年， 票面年利率为4.27%，
最大发行额为200亿元。 两期国债发
行期为6月10日至19日，6月10日起
息， 按年付息， 每年6月10日支付利
息。 第三期和第四期分别于2021年6

月10日和2023年6月10日偿还本金
并支付最后一次利息。 较凭证式国
债，电子式国债在计息方式和利率上
存在优势，可每年获息一次。

两期国债面向个人投资者发行，以
百元为起点并按百元的整数倍发售；均
为记名国债，可以挂失，可以提前兑取
和办理质押贷款，但不可流通转让。

目前，湖南省内储蓄国债发行承
销机构有工行、交行、招行、中信、兴
业、浦发、光大、平安银行、恒丰银行
等17家在湘营业网点，市民可持身份
证前往购买，也可在网上银行购买。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周小
雷 施泉江 郑旋）今天上午，长沙市
举行人防专业队授旗授牌仪式暨联
合演练。全新组建的市人防通信警报
专业队、人防医疗救护专业队等11支
人防专业队伍分别接受授旗、 授牌，
并以重要经济目标防护为主要内容，
率先投入模拟演练。

此次组建的人防专业队，是长沙
市研究探索新时代人民防空防什么、
怎么防和建什么、 怎么建的实际举
措，将全面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
务、急时应急”三项任务。

据了解，11支专业队包括人防信
息网络防护专业队、 通信警报专业
队、医疗救护专业队、心理防护专业

队、防化专业队、交通运输专业队、伪
装设障专业队、 燃气抢险抢修专业
队、供水抢险抢修专业队、电力抢险
抢修专业队和轨道抢险抢修专业队，
由长沙市人防办、市卫计委、开福区
武装部等市区重点部门，以及长沙移
动公司、水业集团、轨道交通集团等
大型企业负责组建。

在联合演练环节，人防信息网络
防护专业队、 人防通信警报专业队、
人防医疗救护专业队分别对小型机
动指挥车开设与联通、重要经济目标
伪装与防护等四个科目进行了实操
演练，现场一度浓烟滚滚、爆破声震
天。 由于专业队员动作娴熟，在规定
时间内，所有演练全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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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廖
芷艺）今天，记者从省征兵办了解到，今年全国共有
22所院校在我省招收定向培养士官，共计招收2000
余人。

据了解，今年定向培养士官招生计划是我省
历年来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省内的长沙航空职
业技术学院、湖南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体
育职业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张家界航空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向我省招收千余名定向培
养士官。

报考定向培养士官的考生须为2018年参加全
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年龄
不超过20周岁（1998年8月31日以后出生），未婚，其
政治和身体条件按照征集义务兵的规定执行。 定向
培养士官的招生，纳入全国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
实施，执行现行专科提前批录取政策，填报志愿即
为报名。 考生参加高考并填报相应高校“直招士官
生”专业，合格录取后即可成为定向培养士官。

定向培养士官学制为3年，属统招全日制大专
学历。 前2.5学年的全部课程由高校负责，招收部

队根据需要对接指导教学；后0.5学年为入伍实习
期， 由部队负责， 实习完成后由高校办理毕业手
续。 同时，国家对定向培养士官实行学费减免、学
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学费减免政策，执行
标准为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8000元。

广大考生和家长可关注湖南省征兵办微信公
众平台“湖南征兵”查看招收院校及其专业。 省征
兵办提醒： 定向培养士官报名是通过高考填报志
愿进行，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警惕社会上不法培
训机构利用兵役机关名义收取费用。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周小雷 ）记者今
天从省军区招生办公室获悉， 今年军队院校在湘
招生计划已经下达， 全省计划招收青年学员588
人，其中理科招收人数为566人，文科为22人；其
中女生招收人数为37人。

国防科技大学、陆军工程大学等21所军队院
校计划在湘招生514人，武警工程大学、武警警官
学院等3所武警院校计划在湘招生74人。 其中招
生人数最多的是国防科技大学，计划在湘招生81
人；其次是空军工程大学，计划在湘招生68人；武

警警官学院计划在湘招生64人。
参加今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

普通中学应届、往届高中毕业生，年龄在17周岁以
上、20周岁以下，未婚，均可报考。 有意向报考军队
院校的考生，目前可登录“湖南招生考试信息港”和
“湖南省军校招生”微信公众号下载《军队院校招收
普通中学高中毕业生政治考核表》或到辖区内武装
部领取表格，于近期完成政治考核。 报考军队院校
的考生按全省统一规定时间及要求在网上填报志
愿，志愿均填在本科提前批。 军队院校招生实行平

行志愿，可填报10个院校（专业类）志愿。 填报志愿
后，考生均参加军检以及面试，政治考核、军检和面
试均合格的考生，按照填报志愿和成绩，依据院校
招生计划，区分性别和文理科分别向院校投档。

我省军队院校招生实行平行志愿， 按计划数
的100%比例投档。 平行志愿投档后，未完成的招
生计划公开征集志愿， 符合军队院校报考条件且
未被录取的上线考生可网上填报征集志愿。 更多
军校招生消息请关注“湖南省军校招生”微信公众
号。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叶飞艳）6月11日至13日，
2018湖南省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
赛决赛在长沙举行。

大赛分“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
员”和“育婴员”3个竞赛项目，均由理
论知识竞赛和操作技能竞赛组成。来
自14个市州的126名家庭服务业选手
参加角逐，最终，来自娄底市的选手
李志辉、来自长沙市的选手黎芳和来
自湘潭市的选手向葵， 分别获得了
“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和“育婴
员”竞赛项目一等奖，被省人社厅授
予“湖南省技术能手”称号。

娄底市与长沙市代表队获得大

赛团体一等奖； 湖南女子学院等7个
单位获得优秀组织奖。

大赛由省人社厅主办，省就业服
务局承办，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女子学院、湖南省家庭服务业协
会协办。 大赛自启动以来，吸引了万
余名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报名参与。
省人社厅有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
我省家庭服务业快速发展，全省各类
家庭服务企业近6000家， 从业人员
超过60万人，行业年营业额近200亿
元。但家庭服务业仍处于供不应求的
状态，从业人员缺口近60万人，全省
有160万个家庭和相关人群得不到及
时服务。

�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王茜
通讯员 余旭华）12日下午，“2018年
瞪羚企业资本对接会长沙高新区专
场”活动在长沙高新区举行。 本次活
动由科技部火炬中心、深圳证券交易
所、 长沙高新区管委会三方共同发
起， 是全国首站瞪羚企业专场活动。
金融机构代表、 园区企业代表等200
余人参加此次活动。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
羚羊， 业界通常将高成长中小企业形
象地称为“瞪羚企业”。 本次活动择优
选取湘牛环保、华诚生物、江河机电、
乐泊科技、云中再生科技、普泰尔环境
等6个优秀瞪羚企业项目参与路演，涉

及工业水处理、建筑垃圾再生利用、甜
味剂、水电站物联网平台、视觉人工智
能、 微生物除臭剂等细分领域， 通过
“现场路演+网上直播” 的方式进行了
路演推介。 活动现场邀请4位资深投资
人对路演项目进行了专业点评， 实现
创业者与投资人全方位深入交流。

长沙高新区是国家批准的首批3
家国家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园区之
一。 园区境内外上市企业已达42家，
总数占全省的41.2%。 全区新三板挂
牌企业累计达72家，居全国高新区排
名第8位。2017年，园区上市挂牌企业
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达210
亿元。

� � �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记者 刘永涛 通
讯员 刘慧宜 张丽康） 低净值人群如何获
取金融知识，守护好自身的“钱袋子”？ 6
月11日，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浏阳
市人民政府、交通银行浏阳市支行等，启动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系列宣讲
活动。

此次活动邀请从事货币发行、 支付结
算、征信管理、存贷款等方面的业务专家和
志愿者，宣讲反假币、征信管理、银行卡、防
范金融诈骗等金融知识，重点针对农民、务
工人员、青少年、老年人和残疾人等低净值
人群， 引导其合理选择与其自身特点相适

应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增强其风险防范意
识和责任意识，抑制盲目投资冲动，远离非
法金融活动，进而维护金融安全与稳定。

近年来，金融业迅速发展，人们对提高
自身金融素养的需求也日益迫切。 为此，人
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广泛深入地向公众普
及金融知识，运用群众都能听得懂、看得明
白的语言，采取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摆放
宣传折页、播放微电影、现场回答市民咨询
提问等方式， 架起传递金融知识的“连心
桥”，提升公众金融安全防范意识，增强公
众金融知识技能，营造全社会学金融、懂金
融、用金融的良好风气。

蓝凌在湘发布新产品
让办公更高效智慧

湖南日报6月13日讯 （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吕晨）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将让办公更加高效智
慧。 今天，深圳市蓝凌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在长沙
发布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智慧办公平台新产品，湖
南日报报业集团、 湖南发展集团等成为首批用
户。

作为一家专注于构建智慧组织的专业服务商，
蓝凌为企业提供融合“智能门户、知识管理、数据运
营、移动办公、财务共享”等应用的一体化解决方
案，先后为三一集团、远大住工、蓝思科技、湖南机
场集团等湖南企业提供智慧办公服务。

蓝凌华中大区总经理何春炎介绍，为了更好
地帮助企业实现数据化、智能化办公，构建一个
全新的智慧型组织，深圳蓝凌融合17年来服务大
中型企业的经验积累和全新技术，提出了“智·
赋未来”的构想、规划，并发布了以“移动化、知识
化、一体化、数字化、智能化”五化为核心的智慧
办公平台。

新产品首次亮相便吸引了众多用户的关注，
扫码、指纹等多种方式登录办公系统，将让办公
更加高效、智能。

军队院校今年计划在湘招收588人

22所院校在我省招收定向培养士官

共计招生2000余人
为历年来人数最多一次

教低净值人群守住“钱袋子”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宣讲金融知识

首届家庭服务业
职业技能大赛举行

全省家庭服务业从业人员超60万人，年营业额
近200亿元

两期电子式国债开售
3年期年利率4%，5年期年利率4.27%

全国首站瞪羚企业专场活动
瞪羚企业资本对接会在长举行

长沙组建11支人防专业队
全面履行“战时防空、平时服务、急时应急”三大任务

游红色基地 传红军精神
6月13日，游客在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参观。 该馆是全国首家以红军标语为陈列内容的专题博物

馆，陈展面积1300平方米，展品数量112件，成为开展革命教育、传承红军精神的红色旅游基地。 目前，年
接待游客达百万人次。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李泰卢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