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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1 日，由中福彩中心推出的“扶贫
帮困”主题彩票在我省上市销售。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在这次全
民参与的攻坚大战中，中国福利彩票始终秉承“扶老、
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助力脱贫大业，彰显社
会责任。该款主题彩票展现了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
不愁穿，农村贫困人口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

有保障的四个方面，整体画面巧妙的搭配红、蓝、绿、
橙来突出吃穿不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
的主题。将扶贫帮困送温暖，精准扶贫暖人心运用到
彩票的画面，呼应国家政策的同时，也展现福利彩票
助力脱贫攻坚的良好形象。

“扶贫帮困”彩票面值10元，最高奖金20万元，共
有10次中奖机会。玩法简单，采用直观明了的刮奖金

玩法和附加图符玩法。刮出奖金即可中奖，附加刮出
与彩票主题相呼应的图符即可获得指定奖金的玩法，
增强了彩票趣味性的同时也增加了彩民的中奖感受。

“奉献爱心、实现梦想”，您购买的每一张彩票都
有一份爱心奉献给社会公益事业。即开票“扶贫帮
困”为您奉献爱心的同时，也帮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
梦想。 （杨强威）

——福彩即开票新票携爱上市

“扶贫帮困”彰显社会责任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记者 黄利
飞）在12月9日召开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
基准站网（以下简称CORS）省际协同共享
服务研讨会上，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
西、重庆、四川、海南和贵州9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自然资源和测绘地理信息部
门，共同签署了CORS省际协同共享服务
战略合作协议，探索全国CORS“一张网”
省际协同共享服务模式。

CORS系统能够大幅提升北斗卫星导
航实时定位精度，为用户提供厘米级甚至
毫米级定位服务。

当下，各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当地
建立的高精度导航定位基准站，均为独立
运行，只为本省用户服务；为进一步推进
放管服改革，同时推动无人驾驶、智能驾
驶等新兴业态和产业发展，湖南省倡议上
述9个地区实现省级协同。

“长沙正在推广的无人驾驶，厘米级
高精度的北斗卫星定位是一项必要技术，
没有打通省际服务前，无人驾驶只能在湖
南一个区域内应用；打通省际服务后，湖
南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服务（账号），便
能在9省通用。”湖南省测绘科技研究所副
所长敖敏思表示，这样既能促进相关新兴
产业的发展，又能减轻企业成本、提高工
作效率，大大增强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

服务能力和水平，一举多赢。
目前，贵州和湖南两省的CORS账号

已经实现了无缝漫游；新疆正在部署，计
划年底验收。

湖南于2008年开始启动卫星导航定
位基准站建设，目前已建成124座省级站的
基准站网、数据中心和“问北位置”平台成果
体系，为自然资源、交通、气象等20多个行
业600余家单位提供了高精度位置服务。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
者 黄利飞 张咪 通讯员 张和
生）今天9时30分，株洲欧科亿数
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
所科创板敲锣上市，公司上市首
日 大 涨 76.7% ，报 收 42.39 元/
股。这是今年以来我省新增的第
13家A股上市公司（含上市公司
注册地迁址湖南2家），截至目前
湖南共有A股上市公司117家，
居全国第10位、中部第2位。

欧科亿本次发行股份 2500
万股，首发募集资金6亿元。作
为一家专业从事硬质合金制品
和数控刀具产品研发、产销的高
新技术企业，公司生产的硬质合
金制品主要是锯齿刀片和圆片，
广泛应用于切割各种非金属和
金属材料工件；公司生产的数控
刀具产品主要是数控刀片，广泛
应用于加工不锈钢、钢、铸铁、有

色金属等金属材料工件。
根据企业战略规划，欧科亿

将持续推进产品结构向深加工、
系统集成方向升级，打造成国内
领先、国际知名的数控刀具综合
供应商和系统服务商。

今年以来，我省企业上市势
头可喜，已经有 13 家公司成为
湘股“新贵”，其中上交所主板 1
家为和顺石油；上交所科创板 6
家，分别是威胜信息、南新制药、
金博股份、松井股份、圣湘生物、
欧科亿；深交所中小板4家，为湘
佳牧业、宇新股份、惠博普（注册
地迁至湖南）、华文食品；深交所
创业板2家，为安克创新、天泽信
息（注册地迁至湖南）。

数据统计，新上市湘企首发
募集资金合计达119.02亿元，首
发上市融资金额创湖南省同期
历史纪录。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
者 余蓉 通讯员 张晨莲）180家
企业提供 1.1 万个岗位！12 月
10 日，湖南省机械制造类 2021
届高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在湖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训练馆举
行 ，吸 引 省 内 10 余 所 高 校 的
5500余名2021届毕业生前来。

此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由
湖南省教育厅主办、湖南省大中
专学校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
心、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承
办，这也是该校连续6年承办此
类招聘会。记者在现场看到，山
河智能、中联重科、三一集团、远
大科技、楚天科技、吉利汽车、蓝
思科技等企业纷纷亮相，涉及机
械、汽车、电气、信息、商贸、艺术
等7大类。其中湖南本土企业占
比70%，国有企业14家，上市企
业25家，世界500强企业10家，
岗位平均起薪4000元左右。

各个园区、协会企业组团参
会，是本次毕业生供需见面会的
一大亮点。记者看到，长沙望
城经开区、宁乡经开区等组团
30 家企业参会，这已是连续第
6 年。新化县经开区首次组团
4 个特色企业，前来招揽机械制
造、机电类等技术技能型人才。
长沙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18家
企业也组团来到现场会。“行业
的发展需要更多高质量技术技

能人才，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
里招聘，希望能满载而归。”长沙
市汽车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张
晓丹说。

“目前我已与中联重科、三
一重工等企业达成意向。”湖南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业工程技
术专业2021届毕业生左林威告
诉记者，相比薪酬待遇，他更看
重岗位的专业对口，以及晋升空
间，“希望能一展所学，为机械制
造行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目前，湖南省正在实施‘三
高四新’战略，对制造类技术技
能人才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也
为学校的特色发展带来了重大
的机遇。”该校副校长成涛表示，
学校植根机械装备制造业，近两
年本地就业率近65%，为湖南区
域经济发展特别是装备制造业
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
撑。

“我省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
率已连续 9 年高于全国平均水
平。”湖南省教育厅学生处处长
黄扬清介绍，省教育厅高度重视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早谋划、
早布局，今年年底将在全省高校
主办 30 场面向 2021 届毕业生
的区域性、行业性大型专场招聘
会，各高校也纷纷主动策划举办
小型专场招聘会，为更多毕业生
找到心仪的岗位。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者 彭
雅惠 通讯员 赵亮）湖南发电侧、电网
侧、用户侧均对电力储能有迫切需
求。今天，湖南省电机工程学会电力
储能专业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记者
从会上获悉，据测算“十四五”期间，我
省电力储能需求达1000万千瓦。

“电力储能在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能源体系中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省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储能专业委员会
主任委员李湘旗表示，根据全省新能
源发电建设规划，到“十四五”末省内
新能源装机容量将达到 1800 万千瓦
以上，需要配套电力储能规模近 400
万千瓦；为消除湖南电网季节性重过
载等问题，未来 5 年全省预计需要事
故备用型储能和配电网分布式储能共
600万千瓦。

近年来，我省积极探索电力储能
技术开发和应用，建成投运了全国首
批电网侧电力储能示范工程，并已形
成一定的产业集群优势，但长期以来
缺乏产学研用等学术交流沟通平台，
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有待
整合。

省电机工程学会电力储能专业委
员会成立后，将围绕电源侧、电网侧和
用户侧储能技术和政策机制等方面，
推进全省储能领域的学术交流和先进
技术研究，组织企业积极参与储能相
关标准制定，主动服务储能相关企业，
推动产业链健康发展。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
者 黄婷婷 通讯员 肖怡伟）湖
南是酒类消费大省，湖南酒企也
在寻求高质量发展。湖南省酒
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五届一次理事会 8 日在长沙召
开，聘任 52 名酿酒大师成立专
家技术团队，为推动湘酒质量创
新提供服务。

据协会估计，目前我省酒类社
会零售消费额在300亿元以上，其
中白酒消费不低于200亿元，湖南
白酒市场仍以中高端（高度酒）消
费为主。湘酒自2016年开始复苏
后，以馥郁香型为代表的大兼香已
成为湖南白酒的优势；酒鬼酒、开
口笑、白沙液、浏阳河等品牌成为
湘酒文化的代表；电广传媒、湖南
酒商等传播、销售平台，则是湘酒

出湘的有力推手。整体来看，湘酒
发展呈现出良性健康发展态势，在
高质量发展上机遇可期。

大会投票选举刘维平为湖南
省酒业协会第五届理事会会长，并
兼任专家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近5年来，协会不断壮大专业团
队，多次举办酒类职业技能竞赛，
并搭建培训合作平台，和法国、西
班牙、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行
业组织共同举办培训活动数十场，
培养出不少酿酒能手。

大会还对在2020年全省白
酒品酒职业技能竞赛中获得名
次的叶力、陈小艳等 10 名湖南
十佳品酒师进行颁奖，并对湖南
金桥营销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等
52 家诚信经营示范企业进行表
彰和授牌。

北斗导航：定位区域“一张网”
9省市区协同共享服务，将极大促进无人驾驶等新兴产业的发展

株洲欧科亿登陆科创板
目前我省已有A股上市公司117家

“十四五”期间我
省电力储能需求
达1000万千瓦

180家企业现场“招才引智”
省机械制造类高校毕业生供需

见面会在湖南工业职院举行

湖南省酒业协会组建50余人专家队伍

技术助力湘酒质量创新

12月10日，永
州市零陵区水口山
镇水口山社区，工
作人员对变型拖拉
机进行氧焊切割。
近日，该区交通问
题顽瘴痼疾整治办
联合区交警大队、
区农机事务中心，
开展“五十日大会
战”顽瘴痼疾集中
整治活动，走访变
型拖拉机机主 152
人次，查扣变型拖
拉机12台、切割22
台，全区变型拖拉
机实现清零。

潘爱民 摄

变型拖拉机
集中报废

湖南日报12月 10日讯（记者 陈淦
璋）昨天召开的全省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现场推进会议，要求在各市州部署一批建
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示范项目，到 2025 年
力争综合利用率达到50%。

省住建厅介绍，今年全省建筑垃圾产
生量预计达到1.7亿吨，其中，工程弃土和
盾构土占比约8成，拆除垃圾、工程垃圾和
装修垃圾占比约 2 成。由于处理手段滞

后，“建筑垃圾围城”现象日益凸显，全省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不到30%。

会议提出，到 2021 年，长沙市建成 3
个以上处置能力过百万吨的建筑垃圾资
源化处置基地示范项目，株洲、湘潭两市
各建成1个以上，邵阳、岳阳、怀化三市各
建成1个。2022年，衡阳、常德、永州、娄
底、益阳、郴州六市各建成1个处置能力过
百万吨的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基地示范

项目。到 2025 年，全省建筑垃圾资源化
综合利用率力争达到 50%，建成 30 个以
上处置能力过百万吨的建筑垃圾资源化
处置基地示范项目，建成 10 个以上建筑
垃圾资源化示范县（区）。

长沙市已规划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
处理基地 6 个，年设计处理能力达 1800
万吨。郴州市重点针对“两点”（建筑垃
圾产生源点、建筑垃圾再生产品的应用

终点）、“一线”（建筑垃圾运输线）和“一
核心”（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企业）精准
发力。岳麓区推行“政府统筹、企业实
施、特许经营、循环利用”模式，预计今年
处理全区建筑垃圾可达 150 万吨，综合
收益 2.1 亿元。桃江县大力引导社会资
本参与建筑垃圾分类处理利用，产业园
区已吸引方成新材、惠强环保、新宇建材
等企业入驻。

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明确时间表
到2025年，力争全省综合利用率达到50%

湖南日报 12月 10日讯（记者 刘银
艳 通讯员 黄浔）手机挂号、刷码就医、
手机移动支付……当大多数人可以享受
科技创新带来的就医便利之时，老年人面
对的是数字鸿沟的尴尬，也是医保领域亟
待解决的难题。记者今天从省医保局了解
到，针对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年龄
尚小的未成年人以及行动不便的特殊人
群，“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正式实现了
亲情账户功能，参保人员只要通过“国家医

保服务平台”APP开通即可帮助家人申领
激活医保电子凭证。当家里老人、孩子需
要看病时，就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调出家
庭成员的医保电子凭证，实现购药、就医等
展码支付。

据介绍，添加“医保亲情账户”，首先需
下载“国家医保服务平台”APP，登录后激
活医保电子凭证。点击底部菜单栏“我的”
进入个人中心页面，在“我的家庭成员”版
块点击图标“+”，即可按提示添加亲情账

户。
亲情账户添加完毕后，参保人员可以在

个人中心页面“我的家庭成员”版块查看详
情。需要使用时，在该页面点击成员头像，即
可获得他的医保电子凭证，可展码付款并查

询费用明细。点
击页面上的不同
成员头像，可切换
多 个 亲 情 账 户 。
此外还可以在“管
理家庭成员”里进
行成员的“解除绑
定”。（详细操作请
扫码新湖南）

“医保亲情账户”来了
老人、小孩看病可轻松扫码

湖南日报12月10日讯（记
者 刘勇 姜鸿丽 通讯员 李双
燕）今天在常德召开的全省造林
绿化工作现场会提出，明年及

“十四五”期间的造林绿化工作
要树立“四个理念”，重点抓好生
态安全屏障建设、草地资源保护
修复、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
人居环境改善等工作。

“十三五”期间，我省森林覆
盖率由59.57%提升到59.9%，逼
近省内林业用地面积极限。会
议部署，新时代要因势求新，树
立“四个理念”，推动全省造林绿
化高质量发展。树立“近自然经
营”理念，造林绿化在树种草种
的选择上、在生态修复过程中、
在管护经营森林时，都要做到

“近自然”。树立“系统化治理”
理念，从顶层布局、林草融合等

方面入手，实现生态功能最大
化。树立“多方位提质”理念，不
断提高全省林草生态系统质量
和稳定性。树立“全过程管理”
理念，统筹推进种苗、栽植、管
护、支撑等环节管理，保证和巩
固苗木、草种的栽植成效。会议
还明确提出，坚持生态造林种
草，注重原生境地保护，严禁炼
山和全垦整地，严防造林种草造
成生态破坏。

据悉，“十四五”期间，我省
计划完成营造林任务 5350.5 万
亩，其中人工造林 750 万亩、封
山育林 1500 万亩、退化林修复
600 万亩、森林抚育 2500.5 万
亩，营造混交林比例达 40%以
上；完成草地保护修复 37.5 万
亩，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定在
86%以上。

湖南森林覆盖率逼近极限
新时代造林绿化要树立“四个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