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州中大奖啦！”
“冷水滩百业街的体彩店中了千万

大奖！”
“‘520’别人收鲜花收红包，他们收

体彩大乐透千万大礼包，这比‘狗粮’厉
害！”

“又是湖南、广东购彩者中的，又都
没追加投注，这两个地方的老板富裕，不
在乎派奖奖金啊！”

“听说是26个人一起中的奖！”……

永州购彩者喜中千万大奖

5月20日晚，在体彩大乐透第20039
期开奖后不久，一则中奖喜讯和一张中奖
票图片便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在网络上迅
速传播，小鞭炮、红包、“牛”、“厉害”等图片
及字样在相关微信群里刷屏。

票面显示是一张投注金额756元的
“9+3”复式票，店面地址是百业街185-
187号门面，还有“公益体彩 乐善人生”

“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 272.16 元”的
字样。

很快，体彩工作人员也接到了永州
市体彩专管员的电话，“是冷水滩区百业
街185-187号门面4311011992体彩投
注站中的奖，因为是复式票，除了1注一
等奖，还有2注二等奖和很多小奖，总奖
金有 1048 万。他们是 20 多人中的奖，
明天一早代销者就会带着他们去兑奖。

可能都会去，人比较多，你们准备一下。”

连夜开车来兑领奖金

果然人比较多！5 月 21 日上午 9
时，就有人来到湖南体彩服务大厅咨询
兑奖事宜。经工作人员询问，他们就是
永州市体彩大乐透1048万元的中奖者，

中奖的一共有21个人，大家约好一起过
来，等人到齐了再兑奖。

网上不是说 26 个人中奖吗？怎么
变成 21 个人了？10 时半左右，中奖者
陆 陆 续 续 到 齐 ，工 作 人 员 与 带 队 的
4311011992 体彩投注站代销者李智铭
进行确认。

李智铭解释说：“中奖的是21个人，
这张彩票756元，分成26份，每份29元，
有人购买了2份，还有2元是我出的。共
中得一等奖1注、二等奖2注、四等奖20
注、五等奖 40 注、六等奖 60 注、八等奖
160注、九等奖85注，单票擒奖1048.72
万元。中奖后我一直在跟大家分享这个
好消息，电话、微信也回个不停，完全没
有睡意，一看时间凌晨两三点，干脆就开
车来长沙，到了才在车上睡了一会儿。
他们也起得非常早，有的8点多就到这里
了。都是约好开车到长沙，最多的一组6
辆车，早上6点出发，10点到达。这是一
个很幸运、很开心的事情，所以大家都来
了，有的还带了家属。”

一起“露脸”合影留念

体彩服务大厅热闹的兑奖场景也吸
引了湖南省体彩中心主任曹品质的注
意，他询问了中奖者人数，向大家表示了
祝贺和感谢，欣然地与大家合影留念。

“谢谢你们支持中国体育彩票，你们
每一次购彩，都有一笔资金用于公益事
业的发展。我们提倡理性购彩，希望多
人少买、量力而行，你们这样挺好，恭喜
你们！希望下次还见到你们来兑奖！”曹
品质祝贺道。

工作人员向中奖者介绍合影照片会
发媒体，请考虑是否露脸或戴上口罩，如
果在意，也可以后期对图片进行遮挡处
理。有中奖者笑着说：“没事呢，每个人
就几十万，露脸也不要紧，也帮你们证明
大奖确确实实是被人中走了。”另外一位
中奖者介绍说：“真的很幸运，因为我们
在一起购彩也就一个多月吧，合影发个
朋友圈，算是‘520’收的大礼，很有纪念
意义。”随后，李智铭、10 位或露脸或戴
口罩的中奖者，与曹品质一起举着中奖
祝贺牌进行了合影。

“湘粤好兄弟”不追加少收2600万

“‘湘粤好兄弟’不差钱，又没追加投
注，少收2600万啊！”这是体彩代销者在
朋友圈的笑侃。说的是这期与 5 月 11
日体彩大乐透第20035期一样，都是湖
南、广东购彩者各中1注1000万元一等
奖，都没有进行追加投注。

这是今年体彩大乐透9.9亿大派奖
活动的第10期，由于上期2000万元一
等奖派奖奖金没有派出，所以本期一等
奖派奖奖金高达4000万元，足够这2注
一等奖各分得1800万元派奖奖金。而
如果进行投注，本来每注就可以多得
800 万元追加奖金，所以中奖者都少收
了2600万元奖金。

体彩 9.9 亿大派奖活动正火热进
行，下期奖池高达12.40亿元，一等奖派
奖奖金为 2000 万元，幸运奖派奖奖金
余额2.67亿元。3元最高可中3600万、
所有奖级都派奖、奖金最高可翻倍……
好机会不要错过，千万别忘记追加投
注。 （孙 涛）

大乐透1048万元中奖彩票
湖南体彩
官方微信 ·体彩之家·

中奖者合影留念。前排左三为湖南省体彩中心主任曹品
质，后排左二为4311011992体彩投注站代销者李智铭。

2121位中奖者现身位中奖者现身
““露脸露脸””兑领体彩大乐透兑领体彩大乐透10481048万元大奖万元大奖

经常德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常德经开区姚湖路
（师大附中周边配套）新建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条件，招标
人为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投资额约 2249.43
万元，现予以公告。详情请关注湖南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www.bidding.hunan.gov.cn）及常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招标投标管理办公室
2020年5月22日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公告

根据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与邵阳市城
兴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转让合同，华融湘江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将其对邵阳市尊恒贸易有限公
司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截至2018年
9月21日的贷款本金金额为3560万元、利息1889251.4元，
利息、罚息、复利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费用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于 2020 年 1月 13日依法
转让给了邵阳市城兴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现将债
权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邵阳市尊恒贸易有限公司、邵阳
市泰诚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邵阳市得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黄朵妹向受让人邵阳市城兴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履行相关债务清偿义务。

特此公告
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邵阳分行

2020年5月20日

债权转让公告

想尝遍湖南 14 个市州的米粉？走起，到“湖湘粉街”嗦
粉去！5月 27日-6月 1日，由浦发银行冠名的湖南首届“5·
27嗦粉节”在长沙开福区富兴时代广场举行，来自14个市州
的 50 余家老字号米粉无限量供应，人们不仅能将湖南各地
特色小吃吃个遍，还能参与丰富有趣的主题日活动，感受满
满的烟火气息。

活动承办方湖南懂味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灿介
绍，集结全省14个市州50余家老字号粉及湖南各地特色小
吃，精选一店一品，长沙米粉、津市牛肉粉、郴州鱼粉、网红龙
虾粉……各种招牌米粉琳琅满目。此外还有湖南各地特色
小吃，等待食客挑选自己的最爱。

活动将连续六天，5月27日的16：00-22：00；5月28日-
6月1日的中午11：00-14：00，16：00-22：00，市民均可来富
兴时代广场的“湖湘粉街”打卡。同时，活动还邀请百位省内
外大V网红，联合优质直播平台，现场直播为家乡带粉，实现
名人为家乡米粉站台，为家乡米粉代言。另外，活动期间还将
举行“湘粉出湘”战略产业发展峰会，多角度探讨湘粉的产业
升级之路。

米粉虽小，却是个大产业。谭灿介绍，此次活动旨在响应
省领导同志“我为家乡米粉代言”的倡议，打造湖湘本土优质
品牌产品，弘扬湖湘餐饮文化、米粉文化，推进湖南米粉产业
化发展，以消费升级带动米粉产业升级，将湖南米粉产业做大
做强，助推湘粉出湘，实现湖南米粉品牌商家合作共赢。

据悉，活动由开福区人民政府和湖南日报新媒体发展有
限公司指导，湖南省食品流通行业协会、浦发银行长沙分行联
合主办，湖南懂味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大农优垦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湖南玖花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和婷婷）

湖南首届“5·27嗦粉节”今日开幕，
连嗦六天好韵味

“我愿意接受处罚，幸好交警同志及时查

到我，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近

日，永州市零陵交警大队在珠山于家村路段

查获一起“百吨王”，货车驾驶员于某某承认

自己的错误，表示以后不再超载。

今年 5 月以来，零陵区积极采取多项举

措，全力开展“百吨王”超限超载专项治理工

作。整治行动中，各职能部门对重点路段、

城郊结合部和施工工地周围道路，以及本地

货车交通流量较大、通行比较集中的路段为

重点，加大警力投入，并增加道路巡逻密度

和频次，提升管控效果，将重大型厢式挂车

(百吨王)、翻斗车、危化品运输车、商品运输

车等一并加强监管。同时，通过电视、网络

等媒体积极“发声”，将“百吨王”整治进展情

况进行滚动曝光，积极努力创造安全有序的

道路交通环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线”。

据统计，5月以来，交警大队共查处“百吨

王”14 辆。此次专项整治行动有效打击了避

站绕行、超限超载违法运输、“带车黄牛”行

为，确保了“百吨王”专项整治工作有效顺利

开展，为辖区群众营造了良好的出行环境。

(张兴国 单建华)

零陵：
整治“百吨王”保障“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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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冠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结果令人鼓舞
——欧美专家热议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取得积极成果

新华社记者

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日前发表
论文，介绍了中国团队开发的一种新冠病
毒候选疫苗一期临床试验的积极结果。这
项关于新冠疫苗研发的阶段性成果引发美
英等国科学家好评。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传染
病系主任罗伯特·斯库利对新华社记者说，
接种3种不同剂量候选疫苗的志愿者都产
生了针对新冠病毒的中和抗体和T细胞免
疫应答，同时显示了很好的耐受性；接种后
28 天内，大多数人体内中和抗体增加了 4
倍以上，这一结果“令人鼓舞”。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免疫学教授丹尼
尔·奥尔特曼表示，这是报告新冠病毒疫苗
临床试验结果的第一篇论文，疫苗诱导产
生了与接种剂量相关的中和抗体应答，志
愿者也没有严重不良反应，所以“开端很

好”，试验结果“相当令人欣慰”。
美国艾奥瓦大学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教

授斯坦利·珀尔曼说：“中国团队的临床试
验结果给国际社会传递了积极信息，那就
是这种疫苗可能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有
效，这对疫情防控非常重要。”

这项临床试验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
医学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陈薇院士和江
苏省疾控中心副主任朱凤才教授等人领衔
的团队开展，试验使用的疫苗是一种重组
腺病毒载体新冠病毒疫苗，采用经过改造
后无害的5型腺病毒作为载体，向人体内输
送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基因。参与试验的108
名成年志愿者年龄在18岁至60岁间，被分
成不同组别接种了不同剂量的疫苗。

陈薇在《柳叶刀》发布的新闻稿中指
出，要谨慎对待相关成果，开发新冠病毒疫
苗会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并且能够引发
免疫应答并不一定意味着疫苗能够保护人

们免受新冠病毒感染，最新成果“展示了新
冠病毒疫苗开发的很好前景，但我们离这
种疫苗达到让所有人使用的阶段仍有较长
的路要走”。

对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前景，专家们同
样持谨慎态度，指出其一大挑战是如何克
服“预存免疫”，且仍需开展进一步临床试
验来验证疫苗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有效
性。

据介绍，多数人成长过程中曾感染过5
型腺病毒，体内可能存在抗体攻击疫苗载
体，降低疫苗的效果，这就是“预存免疫”。
斯库利说，数据显示，腺病毒预存抗体水平
较高的志愿者接种疫苗后对新冠病毒感染
的免疫反应相对较弱，这种局限性在其他
腺病毒载体疫苗中普遍存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
卫生学院副院长、流行病学教授张作风表
示，新冠病毒是一种全新病毒，人类对其还

缺乏了解，也没有公认的有效治疗方法，疫
苗研发对于预防病毒感染非常关键。一期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观察志愿者接种后的身
体反应和副作用，二期和三期临床试验需
要通过随机、双盲、对照的方法进一步验证
疫苗是否对预防新冠病毒感染有效。

专家们还强调，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加
快新冠疫苗攻关至关重要。据世界卫生组
织统计，目前全球正在研发的候选疫苗超
过120种。

奥尔特曼强调，不应将新冠疫苗研发
视作一场竞赛。如果冷静评估各种候选疫
苗的优势以及弱项，就有可能找到最佳方
案。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尽最大努力
开展国际合作。现在有很多关于年底前能
否开始生产疫苗的争论，各方压力很大，但

“我们所有人应清醒地知道，我们需要的是
安全有效性得到验证和认可的疫苗”。

（据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外交部：

坚决反对将病毒来源问题
政治化、污名化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针对有报道说日本领导人称“疫情
从中国蔓延扩散至世界是事实”，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6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来源问题政治化、污名化。

“新冠病毒源头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必须以事实和科学
为依据，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赵立坚在回答相关提问时
说，“中方坚决反对将病毒来源问题政治化、污名化，这种做法有
悖于世界卫生组织及大量研究机构、医学专家的专业意见，更有
违国际社会包括中日两国共同抗击疫情的努力和期待。”

赵立坚强调，政治盲从不应凌驾于科学判断之上，团结合作
才是人类战胜疫情的最有力武器。

人社部、国务院扶贫办

部署实施“数字平台经济
促就业助脱贫行动”

新华社北京5月26日电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
扶贫办主办的“数字平台经济促就业助脱贫行动”近日正式启动
实施，行动将从5月下旬持续到9月底。

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本次行动以“平台经济促就业 脱贫增收
奔小康”为主题，旨在依托数字平台经济企业，努力减轻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集中提供一批灵活就业、居家就业、自主创业、务农增收机会，服
务对象包括贫困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重点为52个未
摘帽县和易地扶贫搬迁万人安置区贫困劳动力和农民工。

人社部有关负责人说，近年来，数字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创
造了大量灵活就业、居家就业、自主创业机会，已成为劳动者特别
是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扶贫部门将持续加强与各类数字平台经济企业的合作，加大
政策支持力度，为贫困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创业机会。

“政治病毒”害人害己
谢卓芳

近日，77名美国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表公开信，抗议美国国
家卫生研究院停止资助从事新冠病毒传播研究的生态健康联盟
组织，只因该组织曾与中国科研机构展开合作。

据了解，生态健康联盟一直从事研究新冠病毒和其他传染源
研究，与多国科学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包括中国武汉的研
究人员。公开信说，生物医学研究离不开国际合作，联邦政府却将
国际合作描绘成一种威胁，这非常令人担忧。

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不容乐观，现在正是需要支持这些研究的
时候。然而，美国联邦政府此时切断资金链，以狭隘的政治操弄阻
碍国际科研合作，不仅危害全球抗疫，更会使自身疫情雪上加霜。

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资源，却给出了最差劲的抗疫
答卷。在中国为世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和经验时，美国部分政客
却弱化病毒的危害，以“流感”愚弄美国民众。当美国确诊病例和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白宫却不断甩锅中国和世卫组织，以推卸自
身抗疫不力的责任。

当前，美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疫情的“震中”，美国总人口只占
全世界4%，确诊病例却占了全球30%。美国人民饱受折磨，全球
抗疫也饱受压力。

科学和理性本是治疗病毒的良药，但部分美国政客不断将病
毒政治化，在本该挽救国民生命的黄金时间段，他们把抗疫战场
当做政治秀场，上演了一出出拙劣的“疫闹”。甩锅，谩骂，挑起民
粹……在这些政客的眼里，有股票的涨跌，有选票的增减，就是没
有被疫情侵蚀的鲜活生命。

病毒不分国界和种族，政治操弄只能给病毒可乘之机，任何
政治化疫情的言行，都是全人类团结抗疫的绊脚石。突如其来的
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各国人民是一个休戚与共、
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眼下正是科学界需要携手抗疫之时，美国应该顺应国际期
待，积极参与多边合作，为全球抗疫发挥积极作用。

收获8球，削铁如泥。国足——

练兵手起刀落 世预饮马长江
湖南日报记者 王亮

5月26日，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在
上海与上海申花队进行了本次集训的
第二场热身赛，凭借董学升、刘云和艾
克森的进球，国足4比0取胜。至此，本
次集训的两场热身赛，国足全部获胜且
收获8粒进球，中前场的表现让人眼前
一亮。

由于疫情原因长期未进行比赛，申
花队对本场比赛格外重视，曾诚、曹赟
定、冯潇霆、毕津浩、赵明剑等老将，以
及外援金信煜、沙拉维齐齐首发。国足

的首发阵容相对于上场调整了3名，谭
龙、张稀哲、颜骏凌进入11人名单。

比赛上半场两队相互试探，均未有
进球。下半场两队分别进行了大规模的
人员轮换，国足先后换上姜至鹏、刘彬
彬、于大宝、杨帆、董学升等人，效果显
著。先是董学升打破僵局，随后刘云又
下一城，之后艾克森和董学升又先后获
得点球并命中，帮助国足4球取胜。

5月21日的第一场热身赛，国足以
4比1击败了上海上港队。两场热身赛，
国足大比分战胜实力强劲的上海双雄，
说明近期国足集训成效上佳，尤其是前

场发挥出色，两场比赛进了8球，一改
往日“锋无力”的印象。不过国足主帅
李铁依旧谨慎，与申花队的比赛后他表
示：“本次集训是按照世预赛的节奏进行
的，全队磨合了技战术打法，对新入队
的队员也进行了检验。两场教学赛虽然
取得了胜利，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将
在未来继续改进。”

由于归化球员高拉特和阿兰还未
回到国内，武磊也未归队，目前的国足
依然不是最终“版本”，国足中前场的实
力还能进一步提高。

世预赛亚洲区 40 强赛余下还有 4
轮，预计会在10月至11月期间进行，有
多名归化球员“增援”的国足期待能够
从小组中突围。目前国足 2 胜 1 平 1 负
位列小组第2。

据新华社日内瓦5月25日电 鉴于近
期英国 《柳叶刀》 杂志发表的观察报告
显示，抗疟疾药物氯喹或羟氯喹对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没有明显益处，使用不当
甚至可能引发并发症，世界卫生组织 25
日宣布暂停“团结试验”项目中羟氯喹

分支试验。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例行

记者会上说，该组织主导的“团结试验”
项目中，目前已有35个国家的400多家医
院正在积极招募患者，其中来自17个国家
的近 3500 名患者已经登记参加试验。但

《柳叶刀》杂志22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
称，在治疗新冠患者时，不论单独使用氯
喹或羟氯喹，还是与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一
起使用，患者病亡率都可能更高。

谭德塞说，“团结试验”项目执行小组
23日讨论后同意对迄今收集的数据进行全面

分析和批判性评估，以充分评估羟氯喹的潜
在利弊。“团结试验”项目执行小组已暂停
了羟氯喹分支的试验，但其他分支的试验仍
在继续。

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
纳坦在记者会上介绍，“团结试验”中只
涉及羟氯喹，并未使用氯喹，由于存在不
确定性且出于谨慎考虑，才决定暂停羟氯
喹治疗新冠试验。

世卫组织宣布暂停羟氯喹治疗新冠试验

5月26日，一列满载工业机械零配件、纺织
品、光伏产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海安—东盟）从
江苏海安出发，开往越南河内。这标志着长三角
地区至东盟的国际货运班列正式开行。图为当
日，在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海安物流基
地，中欧班列（海安—东盟）准备出发。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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