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一场针对“品白花
酸木瓜酒，享素食健康人生”
的果酒体验活动在长沙举
行。 湖南施韵酒业董事长杨
德升表示， 消费者对白酒的
消费更理性，营养酒类表现出
巨大的市场潜力。湖南果酒发
展前景广阔。 ■记者 刘玲玲

湘果酒打健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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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随着中行业务
员在电脑系统的轻轻一击，
湖南省首笔跨国公司外汇
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诞生。

总部在湖南的华菱集团
和中联重科通过中国银行全
球现金管理平台同时完成了
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首
批交易， 华菱集团由境外子
公司分别向境内调入外债资
金500万美元、600万澳元，
中联重科完成了首笔境内子
公司400万美元出口项下外
汇资金收汇的自动归集。首
批业务的成功办理， 标志着
经过97天的共同努力， 湖南
跨国企业资金管理进入全球
化运作阶段。

2012年12月以来，国家
外汇局在全国12个省市开
展了三批跨国公司外汇资
金集中运营管理试点，参与
试点企业73家，12家中外资
银行成为试点合作银行，其
中有46家试点企业选择中
国银行作为合作银行。今年
6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
决定全面实施《跨国公司外
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

（试行）》， 在2012年开始试
点的基础上，深化跨国企业
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改
革试点，计划年末获批企业
总量达到200家。

为推动湖南省内的跨
国集团开办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业务,湖南省外汇管理
局王地宁副局长率队多次
深入企业开展实地调研,组
织银行与企业共同商讨实
施方案。在湖南省外汇管理
局的大力支持下，华菱集团
和中联重科两家企业于6月
18日获得国家外汇管理局
的正式批复，成为湖南省首
批有资格开办外汇资金集
中运营业务的企业。中国银
行也凭借其全球化的服务
网络和科学的金融服务方
案，成为湖南第一家叙做该
业务的金融机构。

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
运营管理改革， 是国家切实
服务实体经济， 促进贸易投
资便利化， 支持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 探索投融资汇兑便
利的积极探索。根据该政策，
这两家企业在中国银行开立

国内、 国际外汇主账户分别
用于归集境内外成员的外汇
资金， 并通过限额管理的资
金通道实现集团境内外资金
双向互通； 还可通过国内外
汇主账户为境内成员办理经
常项目集中收付及货物贸易
净额结算业务， 有利于企业
降低财务成本、 提高资金收
益、规避汇率风险。

“我们衡钢收回的美
元，可以直接通过内部调拨
给涟钢对外支付，省时省事
又省钱。” 华菱集团财务公
司总经理饶璞高兴地说。

中国银行通过办理集中
运营管理业务， 为跨国公司
提供更为便利的全球金融服
务， 彰显了其国际化金融服
务水平， 提升了全球现金管
理服务能力。“我们会继续践
行海内外一体化发展战略，
完善跨国公司全球现金管理
体系，为湘企‘走出去’保驾
护航。”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国内结算与现金管理部总经
理谭铁平表示。

■通讯员 周玉婷 陈宵
记者 梁兴

近期， 为进一步增强分行服务特殊群
体的能力， 努力为广大残障人士提供贴心
服务，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加强特殊群体服务工作。

一是开展特殊群体客户关爱活动，走
进社区、走入企业、走入百姓，以社区宣传
为契机向老年人、残障人士、失业人员、下
岗职工、 农民工等特殊客户群体宣传银行
可提供的个性化服务和产品， 活动宣传内
容包括银行卡安全、理财服务、金融风险提
示、反假币宣传等；二是采取在营业大厅设
立“爱心窗口”，并设立残障人士通道、绿色
通道，提高对特殊人群的服务水平；三是针
对残障人士， 制定柜面业务应急预案和服
务应急处理机制， 提高从业人员的服务应
急处理能力。 该行分行营业部大堂经理曾
用手语主动与一位聋哑客户交流， 成功办
理了分行第一位特殊群体业务， 让特殊群
体客户感受到该行对他们的关爱。

■通讯员 熊芳 记者 梁兴

中行成功叙做湖南省首笔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

中行为湘企“走出去”保驾护航

金融知识万里行专题三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关爱特殊群体

西电东送，湖南段是输电
中枢，带电作业是保障这条通
道畅通的重要环节。9月2日，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在±
800千伏宾金特高压直流输
电线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
境内0585号铁塔实施首次特
高压导线等电位带电作业，进
一步提升带电作业实际操作
能力。据湖南带电作业中心主
任刘夏清介绍，此次抢修电路
属于宾金线，此次带电作业将
可保障近1亿度电供应， 挽回
经济损失近20亿元。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何华

湖南电力首实施
特高压带电作业

9月4日，记者从“锦绣潇
湘 快乐湖南” 首届原创旅游
歌曲大赛和首届旅游摄影大
赛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今年9
月至2015年2月，我省省委宣
传部、旅游局、省文联将联合
举办上述活动，歌曲大赛将设
立110万奖金，摄影大赛总奖
金达34万元。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王一行

旅游歌曲赛启动

截至8月初，2014年体育
彩票销量已经超过1000亿
元。

近日， 财政部公布了今
年7月彩票销售情况。 前7个
月， 全国彩票销量已突破
2000亿元， 达到2156亿元。
其中体育彩票机构销售
996.8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3.5%，竞猜型彩票销量增长
近一倍。

今 年 体 彩 销 量 突 破
1000亿元的时间比2013年
超过1000亿元的时间提前
了两个月， 比2012年超过
1000亿元的时间提前了四
个月。

分类型看， 今年前7个

月， 体彩乐透型彩票销售
550.5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6.5%，占总销量的55.22%；
竞猜型彩票销售350.08亿
元，同比增长99.7%，占总销
量的35.11%；即开型彩票销
售 96.29亿元， 同比下降
2.5%，占总销量的9.65%。

今年体彩销量已超1000亿元

9月3日，在第30个教师
节即将来临之际，“交通银
行特教园丁奖”表彰活动在
中国残联举办，200名来自
全国各地的优秀特教教师
荣获这一奖项，30多位获奖
特教教师代表和100多位特
教学校师生代表参加活动。

由教育部、中国残联和
交通银行共同筹划，2010年
起，特别设立了“交通银行
特教园丁奖”，每年拨款100

万元， 在全国范围内表彰
200位优秀特教教师。

据了解，2007年, 交行
在重组20周年之际，启动了
“通向明天———交通银行残
疾青少年助学计划”， 项目
执行近7年来， 已拨付善款
8400万元，2.4万余名残疾学
生得到资助、126所特教学
校得到补贴、1000位优秀特
教教师和100多位优秀残疾
大学生获得表彰、4400名特

教教师受益于助学计划支
持的培训。

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
监事长宋曙光表示，特殊教
育帮助残疾人自食其力、自
信自强, 是一项任务艰巨、
使命崇高的神圣事业，希望
通过宣传表彰优秀特教教
师的先进思想和典型事迹，
为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做
出更大贡献。

■通讯员 蒋浩 记者 蔡平

2014年“交通银行特教园丁奖”表彰在京举行

扫一扫，加微信
您值得信赖的

掌上外汇贵金属投
资顾问

5月15日起，中行湖南省分行黄金白银
交易优惠连连，T+D合约“平今仓交易”免
手续费，日内交易成本从此五折！登录中行
网银更可“零费用、全自助”快捷开户！

金银： 黄金本周一度大跌22美元至
1263水平，近期走势不容乐观。中行代理
金交所黄金/白银T+D： 分别以2544、200
以上为止损逢反弹建立空单。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或继续向上拓
展，下移目标料将指向84.5。操作建议：继
续利用中行双向宝持有英镑、日元多头。

英镑： 苏格兰公投事件渐行渐近，同
时近期数据转弱也令英镑继续遭遇抛压。
中行双向宝策略：下移止损至1.66，继续持
有英镑空头，目标1.62。

日元： 美元兑日元已突破101-103长
期盘整区间并升至105水准， 日元后市倾
向继续看跌。中行双向宝策略：将止损提
升至104，继续持有美元兑日元多头，下一
目标107。

欧元： 如未能推出进一步宽松政策，
欧元或有反弹。双向宝策略：前期空单已
获利丰厚， 可在1.31附近暂时获利了结并
出场观望。

澳元： 澳洲央行利率决议按兵不动，
大型横盘区间仍未突破， 继续保持观望。
中行双向宝策略：继续等待0.925-0.945的
区间被有效突破。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 不代表所在机
构。市场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员 李浩

汇市周评

美指九月鹰飞
金银再陷熊途

在湖南出差买彩票中了
奖， 人回到湖北怎么兑奖？来
自湖北的陆开洪以为这是一
项手续繁琐、耗时长久的兑奖
流程，说不定还得本人亲自折
返回去。差点，他就把在怀化
买的一张中得双色球四等奖
的彩票弃奖了。只是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他拨通了湖南省福
彩中心的电话。 没想到的是，
只是一通电话，兑奖这事就办
成了。“恭喜您在湖南中奖，感
谢您支持湖南福彩。” 彬彬有
礼的声音让陆先生很舒心。

陆先生今年30岁， 是一
位老彩民了。 今年7月6日，他
来到湖南怀化出差，在当地火
车站候车时，购买了一张福彩
双色球玩法彩票，作为“到此
一游”的证据。说不定有旅途
的惊喜呢？果然，惊喜出在福
地湖南。 但因为工作繁忙，他
早已回到了湖北，于是就有了
先前的一幕。 ■湘彩

湖南福彩
为湖北彩民兑奖

本报9月4日讯 省政府
办公厅日前印发了《关于支
持航空装备产业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 (湘政办发
[2014]4号， 以下简称《措
施》)提出，将推动航空装备
产业加快发展，围绕通用飞
机整机制造、航空发动机及
关键零部件、产业配套设施
建设等3个重点， 形成较为
完整的航空装备产业链和
服务链。

《措施》 提出将引导支

持产业集聚。加快建设湖南
航空产业示范园，以国家高
技术产业基地株洲航空产
业园为依托，建设株洲通用
航空城，通用航空产业项目
集中布局在株洲建设；以国
家高技术产业基地长沙航
空工业园为依托建设航空
起落系统产业基地，航空起
落系统项目集中布局在长
沙建设。同时，完善航空产
业示范园基础设施，建设株
洲保税物流园区，加强航空
产业园用地支持等。

另外，还将全面推进航
空装备产业集群发展。支持
航空装备生产企业重点项

目建设，推进中国南方航空
工业 (集团)有限公司、湖南
山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航空装备生产项目建设；同
时，推进配套企业和衍生产
业发展，积极扶持通用航空
运营服务企业发展、建立健
全航空项目风险投资机制
等。

据介绍， 到2015年，我
省建成以中小型通用飞机
整机制造、中小型航空发动
机、飞机起飞着陆系统集成
为主的航空工业体系，全省
航空装备产业实现主营业
务收入170亿元。

■记者 侯小娟

航空起落系统项目布局长沙
之十二
省发改委
三湘都市报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