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23日，地处郴州的华润电力湖南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公司的生产情况。 记者 田超 摄

… 资讯

三位“高富帅”大涨

习近平出席亚信上海峰会
后在上海考察时强调，谁走好了
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赢
得优势。 习近平除了试乘C919
样机外，还考察上海联影医疗科
技有限公司和上海汽车集团技
术中心。 而对应到A股市场，分
别是大飞机概念、 医疗设备概
念、新能源汽车概念。这三大“高
富帅”在5月26日集体大涨。

其中大飞机概念股早盘全
线大涨， 市场预期这会显著加
快国产大飞机研制进程。 博云
新材、成飞集成开盘涨停，中航
飞机、洪都航空、钢研高纳等股
均有大幅上涨的表现。 医疗设
备概念板块同样是集体大涨，
其中蒙发利、 香雪制药涨逾
7%，而千山药机盘中还一度涨
停。 表现最为抢眼的则是新能
源汽车板块， 整个板块指数涨
幅达2.54%。

可关注三大行业龙头股

高新技术行业作为未来国
家重要发展方向， 无疑利于A
股相关上市公司业绩提升。基
于此，分析人士认为，投资者可

以重点关注三大行业龙头股。
申银万国5月26日发表的

研报表示，2014年前四月，国
内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保持高
速增长。 二季度各地政策密集
落地，后续销量有望提速。前期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调整充分，
看好当前时点股价表现。 汽车
方面建议关注：金龙汽车、宇通
客车、东风科技、比亚迪、均胜
电子、松芝股份。

至于大飞机概念板块，中
投顾问发布研究报告， 预计到
2015年，中国有望完成大型运
输机研制，2016年可交付航线
使用。从估值看，相关公司估值
水平略高，但从战略性布局看，
相关公司增长空间大， 且有较
强地确定性成为世界级供应
商。建议关注中航精机、航空动
力、成发科技、博云新材。

另外医疗器械板块， 随着
可穿戴式技术的崛起， 移动医
疗的软件和硬件结合将带来市
场的爆发式增长。 投中研究院
认为， 未来移动医疗概念与可
穿戴设备的有机结合将会成为
新的投资爆发点。 可关注三诺
生物、九安医疗、宝莱特、新华
医疗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文成

“我经常早上在郴州开会，
晚上回顺德吃饭， 非常方便”，
香港富士（环球）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迪昌如是说。郴州，湖南的
南大门， 因为丰富的旅游资源
和矿产资源，备受港商青睐，素
有“粤港澳后花园”之称。

2011年6月，国家批覆在郴
州设立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
区， 这一举措极大地促进了郴
州经济的发展。数据显示，2012
年， 郴州实现外贸进出口总额
27.8亿美元， 增幅居全省第一
位，总量跃居全省第二位。

尤其是港资企业的进入，
与郴州社会经济发展实现了同
频共振。目前，在郴港资企业达
514家，约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
795家的64.7%，港资企业资产
达99.2亿元， 纳税总额16.6亿

元，从业人数达6.9万人。

产业转移示范区良巢引凤

据郴州市市长瞿海介绍，
郴州近几年的飞速发展， 得益
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他表
示，“筑巢引凤，优化发展环境”
是发展的基础， 把园区建设作
为招商引资的平台， 建设标准
厂房，完善园区功能配套，促进
园区提质升级。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郴州
累计新建标准厂房1366.11万
平米，出租率95%以上，近5年
来， 全市实际利用外资和到位
内资总量分别为33.9亿美元和
1146.2亿元，年平均增长21.1%
和18.7%， 分别是前一个5年总
量的2.37倍和2.26倍。

外资企业不断进入， 带动
和激活了当地产业的形成。瞿
海介绍， 郴州将主要发展电子
信息、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精深
加工、精细化工、旅游等产业，

打造完整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高铁缩短港湘距离

交通大动脉京广高铁的打通
缩短了粤港澳客商入湘的距离，加
快了产业转移的步伐。

周迪昌，香港富士（环球）有限
公司董事长，2009年入资郴州，截
至目前，已经在郴投资超过10亿元
人民币，名下拥有郴州富士投资有
限公司，和正处于建设阶段的富士
国际（郴州）生态产业园。周迪昌表
示，“会继续扩大在郴州的投资，我
在郴州的投资项目，估计再做10年
都做不完”。

他告诉记者，“郴州作为湖南
的南大门，距离广东省会广州只有
374公里， 坐高铁只需要1个小时
25分钟，而从广州到我们顺德总部
只需25分钟，我经常是早上到郴州
开会，晚上回顺德吃饭，非常方便。
距离这么近，但宜章的地价却比顺
德便宜了十倍不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祖华

5月24日，湖南省健康服务
业协会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
并于23日-25日举办了首届湖
湘健康服务科技发展论坛。湖
南省原副省长唐之享出任协会
名誉理事长、 中南大学原副校
长李桂源任理事长、会长。

会上还举行了投融资战略
合作签约仪式，其中，长沙银行

为湖南省健康服务业授信人民
币20亿元。

据专家预测， 我省发展健
康服务产业， 将可直接提供就
业岗位10-15万个， 每年创造
产值超1000亿元，将成为湖南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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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众多的传统佳节中， 我最
爱的要属端午节了。 作为一名吃
货，端午节对我来说，更像是粽子
节。 被各式各样美味的粽子所包
围， 可以说是我一年中最盼望的
事情。

小时候，每年端午将至，外婆
就会开始忙着张罗起来。 外婆会
事先腌制好一大碗肉， 准备好各
种原材料， 然后找一个风和日丽
的下午， 在花香扑鼻的院子里开
始包粽子。 我和姐姐的工作则是
一边打下手， 一边听外婆讲屈原

投江的传说， 看着她像一个艺术
家一般用灵巧的双手把粽子卷成
一个个小巧精致的圆锥形， 再用
绳子灵活的打结绑成一大串，远
远看去就像是一大串翠绿的芭
蕉。

煮粽子是用一口很大的铁
锅，煮的时候，随着锅盖边沿“噗
嗤噗嗤”声响起，粽叶的清香就会
慢慢弥漫到所有的屋子。 刚出锅
的粽子总是令我垂涎欲滴， 我总
是能第一个冲过去品尝， 那种美
味是无与伦比的。白粽蘸糖吃，清

新香甜， 口齿留香。 肉粽汁多肉
嫩，鲜香无比。以后再热了吃，怎
么也抵不上刚出锅的那种特殊美
味。端午节过后，外婆总会把两串
粽子给我们带回去， 想吃的时候
煮几个，总是觉得心满意足。

转眼间， 我就将从大学走出
校园， 虽然每年端午节各种花式
粽子充斥市场， 但我却再也吃不
到最期待最熟悉的味道了。 我无
比怀念那个飘着粽香的小花园和
一脸慈祥细心包着粽子的外婆。
想着外婆的音容笑貌， 想着往年
美味的粽子， 心里或多或少总会
有一种空荡荡的失落感，长大了，
才明白这叫“思念”。

又是一年节来到。 这时候姨妈
和姐姐带着粽子来实习的单位宿舍
看我，漂亮的“舜华五福粽”礼盒一
下子就吸引住了我的目光。 姐姐笑
着让我尝尝：“你可别不相信， 这粽
子可好吃了， 和咱们外婆包的差不
多哩！”见我一脸狐疑，姐姐连忙拆
了几个肉粽和碱水粽下锅加热。没
一会儿， 粽香就从厨房飘到了我的
鼻子里。 剥开一个肉粽， 鲜嫩的肉
香、蔬菜的清香、浓郁的糯香交织在
一起，鲜美绵糯。碱水粽则软软糯糯
的， 蘸上白糖那味道别提多来劲儿
了！ 熟悉的味道又重新占据了我的
味蕾， 这种美好的味道， 是爱的味
道。

除了一直以来最爱的瘦肉粽和
碱水粽，“舜华五福粽” 礼盒里面还
有好几种我过去没尝过的品种。比
如鸭肉粽、排骨粽等，都非常美味，
各具特色，爸爸妈妈也赞不绝口。另
外，独立的包装十分方便卫生，我每
天煮一个当早餐， 实实在在的分量
又有营养，整个上午都能精力旺盛。
很快姨妈送来的礼盒便被我“消灭”
了，妈妈带着我又去超市购买“舜华
粽”，在超市我们发现“舜华粽”不仅
味道正宗，价格也是最便宜的，是真
正的“物美价廉”。

今年端午节，在享受着“舜华”
粽子的美味和对外婆沉甸甸的思念
中度过…… ■黄唯 李伟霞

舜华端午粽，思念的味道 美好的享受

据《通城县志》（清同治六年
版）记载：“五月五日亲故以角黍、
腌蛋相馈遗。”如今，端午“送端
阳”的习俗在民间依旧盛行。端午

节这天， 人们会相互送蛋以示送
福气，给团队成员“送端阳”，体现
了上级对部属的关心；给尊者、长
者“送端阳”，表达了尊敬感激之
意；给亲朋好友“送端阳”，以联络
感情；女婿们可千万别忘了用“送
端阳”来孝敬岳母，因为这一天也

是我国民间的“岳母节”。
对于女婿和准女婿们来说，

给岳母“送端阳”，一定要送蛋，这
里面有着特殊的讲究。 女儿女婿
送蛋到娘家， 寓意着家庭生活吉
祥圆满、 和和美美。 对准女婿而
言，“送端阳” 是婚礼前男方给女

方家送的最重要的一道节礼， 男方
送上一份圆圆的蛋品， 是含蓄地表
示“希望能够成为大家庭的一员
（圆）”，如果女方接受了，就表示接
受了这个未来的家庭成员。

“送端阳”送蛋的习俗展现出中
华民族相互关爱的传统美德， 饱含

着浓浓的情谊。选“节礼”当然要选
安全、健康、质量有保证的产品。获
评中国企业质量诚信企业的神丹公
司，有多款端午节精美礼盒包装，清
凉皮蛋、 清淡咸蛋、 保洁鸡蛋等产
品，是您“五月五送端阳”的理想选
择！

“送端阳”的来历———
端午节你送蛋了吗？

大飞机、新能源、医疗保健股飙涨
投资建议：可关注三大板块龙头股

承接产业转移，郴州成港资乐土

湖南省健康服务业协会成立

据新华社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接连视
察高端装备制造业基地，大飞机、新能源汽车、高
端医疗设备等行业均得到支撑。5月26日， 这些
消息在A股市场迅速发酵，相关个股纷纷大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