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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批准，换（颁）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化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430923

许可证流水号：0252227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东坪镇

梅山路225号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3日

电话：13973756181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05430921

许可证流水号：0252231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

洲东路307号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1日

电话：13875330270

以上机构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

人身保险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

允许的或国务院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

各类人身保险服务、咨询和代理业务；国

家保险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禾支公司

塘村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024007

许可证流水号：0252043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晋屏大

道金泰华城小区临街门面二楼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2日

电话：0735-662602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苏仙支公司

桥口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002004

许可证流水号：0252044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北湖路

11号3楼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2日

电话：0735-289000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章支公司

笆篱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1022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2045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文明北

路13-3号红都大酒店3楼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2日

电话：0735-375696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沅江支公司

阳罗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981017

许可证流水号：0252229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沅江市阳罗洲

镇人民路117号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3日

电话：1387532358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南县支公司

南洲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921019

许可证流水号：0252230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南县南洲镇南

洲西路406号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3日

电话：1305409933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司

花明楼营销服务部

机构编码：000005430182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2165

批准成立日期：2003年6月30日

机构住所：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花明楼

镇花明楼社区安源中路刘美连私房一楼

发证日期：2020年5月20日

电话：15873139596

以上机构经营范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

及日常管理；收取营销员代收的保险费、

投保单等单证；分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

险单、收据等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

询、投诉；经保险公司授权，可以从事部

分险种的查勘理赔。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邵东支

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邵阳市邵东市宋家塘

街道办事处衡宝路1095—1097号

机构编码：000017430521

许可证流水号：0252193

成立日期：2014年6月27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23日

电话：0739-5312487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

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

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

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

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绥宁支

公司

机构住所：湖南省邵阳市绥宁县长铺镇

川石开发区林海大道7号

机构编码：000017430527

许可证流水号：0252191

成立日期：2018年11月23日

发证日期：2020年4月15日

电话：0739-5312487

业务范围：企业财产损失保险、家庭财产

损失保险、短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

险、建筑工程保险、安装工程保险、货物

运输保险、机动车辆保险、船舶保险、能

源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一般责任保险、

保证保险、信用保险、种植保险、养殖保

险，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追

偿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经中国保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湖南监管局批准，下列机构换（颁）发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现予以

公告。

湖南湘江新区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机构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559号

流水号：0700419

机构编码：5A011781000000000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7367504298

发证日期：2020年5月1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

代理险种：企业财产保险，人寿保险，意

外伤害保险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5月20日晚，在这个谐音“我爱
你”的“520”之夜，体彩大乐透迎来

“9.9 亿元大派奖”活动第 10 期（第
20039 期）开奖，本期全国喜中 2 注
一等奖，每注奖金 1000 万元，花落
湖南、广东两地。遗憾的是这2注一
等奖均未进行追加投注，没有造就
单注 3600 万元“封顶头奖”。本期
开奖后奖池高达12.52亿元，下期一
等奖派奖奖金为6000万元，幸运奖
派奖奖金余额3.08亿元。

未追加少收2600万

本期我省所中一等奖出自永州
市冷水滩区百业街185-187号门面
4311011992 体彩投注站。数据显
示，中奖彩票为一张投注金额756元
的“9+3”复式票，除中得 1 注 1000
万元一等奖外，还中得2注20.02万
元二等奖和多注其他奖级奖金，总
奖金高达1048.72万元。

这是今年体彩大乐透 9.9 亿大
派奖活动开启以来我省购彩者中得

的第 2 注千万级别大奖。此前在 5
月 11 日第 20035 期开奖中，娄底购
彩者喜中1注1000万元一等奖。

非常遗憾的是，购彩者又未进
行追加投注。由于本期只中出 2 注
一等奖，而一等奖派奖奖金为4000
万元。根据派奖规则，这2注一等奖
如果进行了追加投注，每注都可分
得1800万元的派奖奖金，从而造就
3600万元“封顶头奖”。

9.9亿大派奖火热进行中

体彩大乐透9.9亿大派奖正在火
热进行中！在本期开奖前，派奖活动
已经进行了九期，期均筹集公益金超
1.21亿元，累计送出一等奖66注，超
2943万人次分享了幸运奖派奖带来
的欢乐和惊喜！3元最高可中3600
万、所有奖级都派奖、奖金最高可翻
倍……这样的惊喜不容错过。

本次派奖不仅亮点多多，而且
“简单好玩”，购彩者只需每注多花1
元钱进行追加投注，即可参与本次

派奖活动，畅享派奖带来的乐趣。

新手如何参与9.9亿大派奖

如果作为一名购彩新手而言，该
如何参与本次派奖呢？首先要熟悉
游戏规则，大乐透基本投注是指从前
区35个号码中任选5个号码，从后区
12个号码中任选2个号码进行组合
投注，即“35选5”+“12选2”。每注基
本投注金额2元，加1元可进行追加
投注。体彩大乐透最多可投注 15
期，为购彩者提供了方便，不用每期
都跑到体彩实体店进行购买。不过，
要提醒大家的是追加投注的多期票
参与一等奖派奖，但是不参加幸运奖
派奖哦。 （孙 涛）

“哇，工作服很好看哦！”
“显得更精神了！”
近日，湖南省体彩中心印制了一批体

彩文化衫。领到衣服的体彩工作人员及
体彩代销者纷纷自拍晒照到工作群，让人
发出了一系列的感叹。

为更好地配合开展“加油中国 光芒
焕新”主题活动，湖南省体彩中心抓紧时
间印制了一批体彩文化衫。文化衫为 T
恤样式，采用速干面料，严格按照品牌视
觉识别规则印制，底色为白色，前胸左侧
印有“中国体育彩票”字样及“体彩logo”，
后背则印制中国体育彩票的品牌核心理
念——“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体彩文化衫特别受到体彩代销者的
欢迎，一位代销者在采访中说道，“受疫情
影响，店里的购彩者比之前还是少了一
点，现在有了‘大乐透9.9亿元大派奖’及

‘购彩遇锦鲤’等活动对购彩者是一个吸
引，而且大家来店里购彩，看到我们穿着
体彩工作服，眼前一亮，赢得了更多的好
感。”

统一规范、美观大方的服饰，有助于
增强体彩团队凝聚力、增强代销者的集体

归属感。体彩文化衫同时也成为体彩文
化传播方式，在疫情防控时期，激发了大
家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大家以更饱
满的热情投入到日常工作和生活中。

（关 宁）

又没追加！
湖南购彩者再中体彩大乐透1048万元大奖

体彩文化衫亮相体彩实体店

岳阳体彩代销者身着体彩
文化衫，展示“锦鲤即开票”。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余蓉）“新
学校太棒了，不仅有先进的多媒体让我们
学起来更有趣、更轻松，还有风雨运动场能
让我们不管刮风下雨都能运动，配置先进
的电脑室、图书馆，更让我们的学习生活多
姿多彩。”5月21日，新晃芙蓉学校学生姚
易成开心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全省已
有16所义务教育阶段的芙蓉学校投入使
用，实际招生23979人，其中招收农村户籍

学生18126人，招收贫困生7841人。
2017年11月起，省政府开始启动“芙

蓉学校”建设，支持40个武陵山和罗霄山
集中连片特困县和国贫县建设43所芙蓉
学校，2019年又支持贫困人口较多的国贫
县、省贫县和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任务特
别重的非贫困县建设 57 所乡镇芙蓉学
校。省级财政计划对100所芙蓉学校建设
投入资金总额达23.2亿元。

芙蓉学校建设启动以来，全省上下积极
联动，部门密切配合，正按计划有序推进项
目建设。今年全省新开工了10所芙蓉学
校，截至4月底，全省芙蓉学校竣工投入使

用16所，基本竣工7所，已开工44所，未开
工33所，在建项目复工率100%。到2021
年时，我省将在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建成
100所芙蓉学校，预计新增学位14.4万个。

为将芙蓉学校打造成新时代我省基础
教育品牌示范工程，芙蓉学校建设按照

“节约、实用、耐用”的原则，采用绿色建
筑、可再生能源等先进设计，按照“统一
标准、统一设计、统一风格”的要求，建成

“美丽校园、绿色校园、智慧校园”。学校
建设布局开放共享，配套了各种功能教
室、体育馆、运动场、教师周转房、社会停
车场等设施，同时具备学生寄宿条件和

应急避险功能。
为让芙蓉学校在教育扶贫中发挥重

大作用，让贫困学生也能享受优质教育，
省教育厅通过公费定向师范生培养、“三
区支教计划”“国培计划”“省培计划”等
项目的倾斜支持，为芙蓉学校培养配备
优秀的教师队伍；通过“中小学网络联校
建设”等项目的倾斜支持，开展教育信息
化创新试点，今年竣工的学校全部纳入
我省教育信息化试点项目建设计划；通
过“上联名校，下联村小”组织名校对口
帮扶，去年秋季开学投入使用的15所芙
蓉学校均与名校签订了结对帮扶协议。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通讯员
王成奇 记者 肖畅）5月20日，家住
黑龙江哈尔滨市的湘潭大学 2018
级新闻专业学生丁彬岐，收到学校
免费邮寄的《新闻概论》等教材。“这
份来自远方的暖心礼物，让我超级
感动。”她说。

为确保疫情防控期间的在线学
习效果，保障教学质量，从3月初起，

湘大教务处会同相关部门，在征询学
生意见的基础上，根据开课时间、课程
安排不同，分批次为学生邮寄教材。

教材邮寄按学生需求进行，学
生既可以自主选择需要的教材，
也可以根据开课情况要求多次寄
送教材。截至目前，该校已为全
国 31 个省市区的学生免费邮寄教
材近 8 万册，包裹达 2 万余个。

湖南日报5月 2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邓晓丽 韩珺） 5月
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长沙博物馆
举办了系列文化活动，并宣布“从
地中海到中国——平山郁夫丝绸之
路美术馆藏文物展”将于6月13日
开展。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
“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
容”，日本艺术家平山郁夫的一生
恰好与此相呼应。他曾多次访问中
国，重走古代丝绸之路，创作了大
批精品力作。他的许多作品体现了
祈望世界和平的心声，推动了国际
文物保护、艺术发展和文化交流。

策展人李历松介绍，本次展览
由长沙博物馆、平山郁夫丝绸之路
美术馆联合主办，将展出平山郁夫
收集的文物和他创作的丝路题材画
作共 192 件 （套）。展品年代上自
公 元 前 2000 年 ， 下 至 公 元 8 世
纪，包括环地中海地区、两河流域
和伊朗地区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
和印度地区的丝路艺术，文物种类
涵盖希腊彩陶、罗马与波斯玻璃
器、波斯金银器、丝路金银币、中
亚织锦以及印度佛教造像等。平山
郁夫部分敦煌写生作品也将一同展
出。主办方将结合展览，推出“丝
路沙海寻宝”亲子游戏。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李
传新 通讯员 梁辉 向斌）5月18日是
第 10 个全国血管健康日。湖南省人
民医院岳麓山院区（湖南省急救中心）
当天上午举行了一场以“急诊心脑血
管疾病的自救与互救”为主题的血管
健康日大型科普宣传及义诊活动。

5.18 源于一个指标值:5.18 毫摩

尔/升，即正常人血液内总胆固醇异常
的临界值。将每年的 5 月 18 日设定
为血管健康日，就是希望唤起大众对
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危害的认识，从了
解胆固醇与心血管事件密切相关开
始，主动去管理血管健康。省人民医
院副院长、介入血管外科专家向华教
授表示，对于心脑血管疾病来说，要让

血管保持年轻，最重要一点就是防止
血管“生锈”，即防止动脉粥样硬化斑
块在血管内形成。预防心脑血管疾
病，要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运动习
惯、生活习惯和工作习惯，提高血管健
康水平，降低心梗、中风、猝死等心血
管事件的发生。

在现场活动中，来自省人民医院
岳麓山院区的出血介入专家团队为百
余名市民进行了血管健康知识讲座，
另有来自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心血管
内科等科室的10余位专家开展义诊，
为市民现场答疑解惑。

湘潭大学为学生
邮寄教材近8万册

平山郁夫丝绸之路
美术馆藏文物展6月亮相

芙蓉学校惠及7841名贫困学子
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

让血管年轻，防血管“生锈”
湖南省人民医院全国血管健康日开展大型

科普宣传及义诊

5月21日，湖南
外贸职业学院单独
招生面试现场，考生
展示舞蹈特长。当
天，我省高职院校单
招开考。今年，全省
71所高职院校单招
计划达142940人，
规模再创新高。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通讯员 郑翔
摄影报道

我省高职院校
单招开考

《鲜厨100》颠覆传统观念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陈薇）5月21

日晚10时，湖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节目《鲜厨
100》登陆荧屏。日前，借着节目第三期录制的
机会，张亮、赵胤胤、钱枫、刘宇宁、林述巍等5
名“鲜厨推荐官”做客湖南卫视直播间，与第一
期“鲜厨”代表李子峰、冯伟、余崇鉴，首次与全
国媒体及观众在线互动。

作为《中餐厅》的全新衍生节目，《鲜厨
100》摆脱“男主外、女主内”、“女人要出得厅堂、
入得厨房”的陈旧思想枷锁，以“把厨房交给男
人”为节目口号，展现当代年轻两性群体和谐共
处现状的同时，凸显新时代青年生活的魅力价
值和对健康美好生活的真实向往。

常宁：“膳食均衡”
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讯
员 吴薇 郭华)“在每天饮食中，谷类占36%，果
蔬类占28%，肉类占20%，豆制品及奶制品类占
12%，油脂类占4%，营养才会全面而均衡。”5月
20日，是中国学生营养日。当天，在常宁市合
江中学1801班教室，生物老师邓超教学生们如
何均衡摄入各种营养、保持良好心态。这是常
宁市开展学生膳食均衡活动的一个镜头。

“学生食堂饭菜丰富，管理严格卫生，孩子
在这里吃饭我很放心。”5月20日上午，学生家
长代表刘华来到常宁一中食堂陪孩子吃饭，看
到干净、可口的饭菜和随处可见张贴在墙的“饮
食六宜”“每日饮食所需”等宣传画册喜从心来。

常宁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市在加
强学生饮食营养同时，注重做好学生“精神”营
养的摄入，指导各中小学老师不时地记录下每
个学生的心理状态，通过心理咨询和讲座，释放
未成年人心理压力，呵护学生健康成长。

湖南日报5月21日讯（记者 谢
璐 通讯员 盛月娇）5月20日，中国
工程院院士、湖南农业大学校长邹
学校率湖南农业大学专家教授团队
到长沙市望城区考察，并与望城农
科园及相关企业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进一步深化湖南农业大学与
望城的产学研战略合作，共同推动
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根据协议，湖南农业大学和望
城农科园将秉承“优势互补、合作共
赢、动态开放、共同发展”原则，建立
全面合作关系，重点在规划指导、科
技服务、平台共建、产业对接、成果
转化、项目策划、人才培养、项目支

持等方面保持信息交流与共享，加
强合作与互动，共同推动双方人才、
技术与农业特色产业融合，努力实
现“校地合作、产学共赢”。同时，学
校将整合相关学科专业科技力量，
围绕望城特色或重点发展产业，特
别是以蔬菜为代表的绿色种植特色
产业、以望城荷花虾（小龙虾）为代
表的淡水鱼虾特色产业、以蓝莓为
代表的生态水果特色产业，组建专
家服务团队实施科研攻关，联合共
建望城农业特色产业基地，制定相
关产业技术标准，推进新品种、新技
术、新成果的转化应用，为相关产业
提供技术支撑。

湖南农大与望城深化产学研合作
共同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