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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汇丰
最强私募班 11 月 12 日长沙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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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生活日渐忙碌，对于车主而言，如
何在车险上方便自己，为自己省事呢？

答： 作为国内电话车险的第一品牌，
平安产险自2007年获得第一张电话车险
直销牌照以来，一直大胆创新走在市场的
前沿。 为了更好的满足客户的实际需求，
尽最大可能的方便客户日常生活，平安车
险实现了“万元以下、资料齐全、一天赔
付”的车险服务承诺，在全国范围内，对赔
款金额在1万元以内（包含1万元）的车险
保险责任事故案件，在提交索赔资料齐全
有效的情况下，1个工作日内完成案件审
批并通知付款。

此外，平安电话车险还推出了特色优
质服务———非事故道路救援。 让你出行
时，不再担心爱车的紧急问题，轻松驾驶。

据悉，“非事故免费道路救援”服务是
指即使保险期内不出现险情，客户也可享
受接电服务、紧急送油、紧急加水、更换轮
胎、现场抢修、拖车牵引、吊装救援等诸多
VIP服务。这种创新锐意的服务，为广大
车主带来福音。 买车险不仅买的是服务，
更是一种享受！在该救援服务网络覆盖区
域内，凡是投保平安电销的客户，一旦遇
到故障， 只需拨打95512客服专线申请救
援， 即可免费享受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
为出行带来了便利。 ■记者 刘永涛

车险36计

电话车险，省时省心

近期想买辆车，主要是想节假日拖家
带口去自驾游。看了不少车，对轿车已经有
点审美疲劳了，外观确实靓丽，但对于我家
这种动辄五六人集体出动的情况来说，轿
车实用性不太高。 所以最近把目标慢慢转
向了大空间的车型。说实话，刚开始目标是
定在商务车的， 对于微客的认识一直停留
在廉价、粗糙的特性上，完全不在考虑范围
内，直到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长安金牛
星”。

那个周末我跟往常一样到中环汽车市
场晃悠看车，正好碰到长安汽车做试乘试驾
的活动，人挺多挺热闹。凑近一看，原来是款
既像微客，又不像微客的新车型。说它像微

客， 是因为试乘试驾现场的宣传牌上写着
“高级微客”字样，那铁定就是微客了；说它不
像微客，是因为无论从外型、质感上看，都带
着商务车的高级范儿———大容量， 外型尚
可，比商务车更便宜、更经济，不是正符合我
的选车标准么？说一见钟情并不为过，只是
一眼，我就对这款名叫“金牛星”的高级微客
产生了兴趣。

当然， 对金牛星感兴趣的人绝不止我
一个， 经过漫长的排队等待之后我才得以
坐进金牛星的驾驶室。哦，看来，金牛星提
出的“高级”二字，并不是噱头：坐在车里的
感觉， 完全不能同以往的微客印象联系在
一起了———舒适的座椅、时尚的控制面板、
整洁高级的车内饰材， 果然是很有商务车
的调调，这一点肯定会让全家人都满意的。

点火，起步，挂挡，一切都很平顺自

然，对于开惯轿车的我来说，对金牛星完全
没有任何的不习惯， 我没想到微客的操控
性也能做得这么好， 以后开金牛星带着全
家出游，肯定是比较轻松的。特别要称赞一
下的是金牛星的静音效果， 完全没有印象
中面包车开起来“丁零咣啷”的，只是如轿
车一般斯文安静，尤其是关上车窗后，噪音
隔离非常到位， 这让驾乘体验有了很大的
舒适性提升。

试来试去，感觉长安金牛星特别符合
我的要求，而且它五六万的价格，比起我
之前的车型定位更是大大缩减了经济预
算。经济实用，我准备明天就带上家人一
起来体验，订车！临走，我看到一辆经改装
的金牛星，加上了霸气的顶排灯和车顶行
李架，无比帅气！我又一次惊喜不已，我的
金牛星肯定会改装得更拉风！

家有金牛 喜上心头

当地时间11月8日晚， 交通银行在英
国伦敦举行盛大庆典，庆祝交通银行（英
国）有限公司成立。交通银行（英国）有限
公司是交行在海外的第一家子银行，它的
成立标志着交行“以亚太为主体、欧美为
两翼”的海外网络布局进一步完善，有助
于交行全球金融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

交通银行董事长胡怀邦、 中国驻英
大使刘晓明、 英国贸易与投资国务大臣
斯蒂芬·格林、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集团主
席范智廉等嘉宾出席庆典。

目前，交行已建立纽约、东京、新加坡
等11个海外机构，主要服务对象为当地中
资企业、华人华侨以及部分当地优质企业
客户，服务范围包括存款、贷款、结算、清
算、汇款、债券投资以及理财等银行业务。

■蒋浩

交通银行
（英国）有限公司开业

在打造学习型组织日益成为财富精
英们共识的今天，各类培训机构和教育组
织在湖南遍地开花，层出不穷，就连北大
和清华企业家课堂也已登陆长沙。 这个
月，北大在长沙还要专门办一个私募股权
的高级研修班，为期一年半。

“这充分说明， 湖南的股权投资市场
和资本体系建设已经得到了最高学府的
认可。” 一名上市公司代表告诉记者：“某
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服务”
10月28日，一堂《私募股权募集与投

资》公开课在通程国际大酒店开讲。此次
的主讲人是号称“北大史上最年轻教授之
一”、 曾获邀任发改委财政金融司PE课题
组副组长的北大金融学副教授欧阳良宜。
在学员中，既有投资操盘的老手，也有对
私募一知半解的非金融业人士。

“私募就是为企业提供从摇篮到坟
墓的全部服务。”欧阳良宜风趣的授课风
格早已口碑相传。 在由浅入深的PE运作
讲解中，不论是基础概念“扫盲”，还是投
资惯用手法讲解， 他的幽默风格也时不
时引爆“笑点”。

欧阳良宜表示，目前不少投资人大部
分比较“现实”，最青睐的私募形式是Pre
﹣IPO，即在某公司上市前突击入股，成功
上市后抛售套现。 尽管主板市场这样的股
份需要一定时间后才能解禁， 然而超高的
回报率依旧吸引大笔私募前赴后继。 精彩
的观点，引得在座的财智精英、社会名流掌
声不断。

“湖南创投正高歌奋进”
这堂公开课，是北大专门为长沙的企

业家所设。在创投领域，湖南起步不算早，
但按照湖南股权投资协会会长黄明的说
法，是“我们正高歌奋进”。

在2006年， 湖南省仅3家从事创投及
私募股权投资的企业，2007年股权投资类

企业增加到5家，2008年增加到十余家。后
通过开展一系列交流合作、 洽谈会等活
动，大量境内外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
来湘投资，吸引和激励了省内民营资本纷
纷涉足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行业。

北大为什么看好长沙？
黄明告诉记者，近几年湖南已成为中

西部地区的投资洼地。 今年到目前为止，
湖南省拟上市企业已实现私募股权融资
40亿元人民币，位居全国前列。全省上半
年共有4家企业在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
其中于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唐人神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曾获得4家创投及私募股
权投资机构支持。在创投及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的推动下， 湖南
省上市企业数量呈现
逐年递增的发展趋
势。

正因为如此，北
大才会看好湖南，确
定在长沙专门开设私
募股权的投资（PE）与

企业上市高级研修班。这个班本月12日将
在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正式开课，由北京大
学汇丰商学院操办。即将在长沙启动私募
股权投资高级研修项目，旨在开拓金融优
质资源，培养一大批懂得通过私募股权基
金融资的企业家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
管理者与投资者，并以此推动企业与私募
股权投资基金的有效合作。 通过学习，企
业家将了解到在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时如
何寻找和选择相应的资本运营与管理模
式；投资者将了解到如何设立、运作与管
理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寻找和选择有利的
投资机会；会计和法律工作者将了解到如
何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发展和企业的
投融资提供相应的服务。 ■记者 李治

看好湖南私募 北大长沙开班

福彩“双色球”素来就以高额奖金吸
引着众多彩友，并不断刷新全国彩市的中
奖纪录。在本次“双色球”开展2亿元派奖
活动以来的第2011131期开奖中，全国共
中出5注单注奖金为996万元的一等奖，二
等奖则开出131注，我省喜中10注，单注奖
金22.6万元。据省中心机房检索，这10注
二等奖出自同一张彩票， 中奖福地为岳
阳。当期“双色球”开奖后，奖池一举攀升

至4.18亿元，这也是自本次“双色球”开展
2亿元派奖活动以来奖池首次突破4亿元！

自10月20日启动的本次“双色球”2亿
元派奖活动，也是该玩法上市以来第六次
大规模派奖。 在2亿元派奖、“523派奖规
则” 及超大奖池的多重加持下，2元可中
1500万！丰厚的奖金吸引众多彩友参与其
中，截至“双色球”第2011131期的前9期
派奖中，共送出超值头奖53注，其中最高
单注奖金达1250万元；高额二等奖则遍地
开花，共计中出1132注。我省的彩民朋友
在“双色球”9期派奖中揽获2注超值头奖
和43注二等奖。

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双色球”奖池资
金 均 稳 居 3 亿 元 以 上 ，“双 色 球 ” 第
2011131期开奖后， 奖池更是高达4.18亿
元， 也迎来了刷新中奖纪录的绝好机会，
预祝我省彩民朋友凭借着越发成熟的投
注技巧和经久不息的购买热情，收获更多
的好运与惊喜！ ■湘福彩

福彩双色球奖池突破4亿元
我省彩民中双色球二等奖10注

北大在长沙的公开课现场。

本报讯 近期A股市场延续震荡调整
格局，个别板块出现小幅上扬行情，其中
资源类板块尤为值得关注。资源的稀缺特
性吸引了基金的投资目光，今年以来就有
多只资源主题基金成立，如正在发行的银
华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分级基金就是
国内首只跟踪资源类指数的分级基金。

据了解，银华中证内地资源指数分级
基金跟踪标的为中证内地资源主题指数，
该指数的成份股均为各个资源行业的龙
头企业，被视为大宗商品的集中营。

华泰联合基金研究中心王群航认为，
在指数分级基金中，具有高风险高收益特
点的B类份额通常依靠高波动和高杠杆
性来博取收益，因此标的指数的高弹性是
此类基金B类份额择时交易的最佳备选
之一。 ■记者 李庆钢

利好齐聚
大宗商品领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