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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是一国经济之脊
梁。作为机械装备制造业的
核心———高端机械装备制
造业更是衡量一个国家工
业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

作为我省传统产业之一，
机械装备制造业近年来正积
极走科技创新之路，不断向高
精尖迈进，一个新的机械装备
制造集群日渐兴起。

铁建引发煤矿建设变革

位于长沙经开区的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虽然它很
年轻， 只有7岁， 但成立伊
始，它的目标就瞄准了世界
最高水平。当下，这里诞生
出一个又一个奇迹：自主研
制的高端盾构，近几年占据
国内国产盾构“半壁江山”；
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道岔、
弹条扣件生产线，占据国内
三分之一的市场；这里建成
了国内最大的盾构产业基
地， 中国铁建在世界500强
排位中也蹿升了405位，目
前位居第八十位。

最激动人心的是，公司
最新研发的拥有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台长距
离大坡度煤矿斜井掘进机
软硬通吃， 日可遁地30米，
可向地下掘进680米， 能一
口气在地下钻出一座230层
楼高的大通道……

“煤矿掘进机是隧道盾

构技术首次在煤矿领域应
用，既安全又环保，将引发
煤矿建设一次革命性变
革。”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董
事长刘飞香介绍。

泰富跨入百亿俱乐部

同样犹如一匹“黑马”
出现在湖南机械装备制造
业版图上的，还有位于湘潭
九华经济示范区的泰富重
装。这家致力于提供散料输
送装备领域整体解决方案
的公司，用了不到三年的时
间，不仅实现了几十亿元的
年销售额， 同时建成了国内
同行业中最大的制造基
地———占地面积2200亩，总
投资35亿元。2014年， 泰富
在巩固散料输送设备系统成
套领域的基础上， 着力在天
津临港打造全球最大的一站
式国际港口、 海工高端装备
展览、交易、服务中心，并收
购了山东省级设计院———中

诚国际海洋工程勘察设计有
限公司。短短几年，泰富重装
就已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以海
工装备、 港口矿山成套设备
研发、 生产及核心零部件配
套的大型产业集群。

数据最有说服力。在连续
拿下江苏孟家港、 响水港，广
东阳江港，长沙蔡家洲等数个
亿元订单后，泰富11月又顺利
签订了国内总承包项目合同
35.2亿元，海外合同6025亿美
金，至此，泰富年工业产值突
破了一百亿大关，成为九华经
开区第二家产值过百亿的企
业，也正式跨进了“百亿湘企
俱乐部”。 ■记者杨田风

通讯员 胡玉辉

百亿湘企俱乐部添新成员

传统机械装备向高精尖迈进

矿井建设的外行，铁建
重工缘何能跨界横行引发
煤矿建设领域的颠覆性革
命？ 在国内外经济增长减
缓， 面临“国字号”、“洋字
号” 双重挑战的情况之下，
泰富重装这家似乎名不见
经传的“民字号”企业凭什
么做到了逆势崛起？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两
家不同行业的传统企业，有
着类似的成功路径。

“我们主动从提供有形
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转变，展示了挖掘和引导市
场的能力。又能以最快的速

度改进装备， 满足客户需
要，有着过硬领先的技术实
力。” 中国铁建重工集团副
总经理周海祥表示，公司从
尊重需求到发现需求，秉承
科技创新这个核心战略，才
炼就了装备界的真金。

而泰富重装大门口那块
题着“创新成就未来”几个字
的石碑本身就是对成功最好
的诠释。“我们在全行业首创
性地与机器人公司联合研发
了焊接机器臂， 不仅大大节
省了人力， 最关键的是实现
了焊接产品的完美品质。”泰
富重装常务副总经理申小卫

介绍， 公司还大胆进行了企
业经营模式的创新， 从原来
单纯的单机制造销售模式转
变为系统总承包服务， 既为
业主缩短了工期、 节省了投
资，更是提高了品质、降低了
投资风险。

由于企业创新能力强，
两家企业获得的成绩和殊
荣也是不计其数。如，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累计获得省
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16项，
获得专利授权160件。泰富重
装则先后被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评为“技术研究中心”、
“高新技术企业”等。

跨界逆势横行的密码就是创新

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助力
郴州经济发展新篇章
成功落地湖南省单笔金额
最大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

12月10日，华夏银行长沙分行联合长
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成功落地郴州市汝
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中小企业私募债，
为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融资5亿元。
该笔债券的发行，是湖南省单笔金额最大
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在融资规模、票面
利率上均创造了郴州金融市场的第一。

2014年，信贷资源稀缺，标准化的债
券型产品成为银行市场新的宠儿，华夏银
行长沙分行积极贯彻推行“产品创新”、“服
务创新”、“紧跟市场步伐” 的营销理念，深
入调研客户需求，做实做透郴州当地主流
经济，扎实业务基础，用最短的时间推进
“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5亿元中小企
业私募债券”的业务落地。该笔中小企业
私募债的成功发行历时近45天时间，华夏
银行长沙分行团队紧密衔接，积极与长城
证券保持密切合作， 直联总行相关部门，
为业务保驾护航。

资金面紧张一直是企业经营发展的
“紧箍咒”，华夏银行长沙分行将多措并举
做活资金，打通各大融资渠道，助力湖南
经济腾飞。

■通讯员 袁文韬 记者 梁兴

12月9日， 香港董事学
会揭晓“2014年度杰出董事
会奖”获奖名单。中国平安
凭借规范、专业、高效的董
事会运作、突出的公司治理
成效， 继2007年、2011年后
再次获得“2014年度杰出董
事会奖”， 成为中国内地在
港上市公司中惟一一家三
度获此殊荣的企业。香港董
事学会评审团认为，中国平
安董事会成员组合均衡，来
自多元的背景并具备专业
背景及丰富经验。

中国平安表示：“非常
荣幸再一次获得‘杰出董事
会奖’。 平安董事会把自己
定位为公司战略的方向盘，
制定统一的具有前瞻性和
长远性的发展愿景和抱负，
并秉持在各业务线及营运
方面都维持最高的公司治
理水平，从而建立股东和公
众对我们的长期信心。未
来，公司治理仍然是平安核
心价值的关键要素之一，将
一如既往紧密跟进国际先
进企业的管治模式、监管格

局的发展和投资者的要求，
加强企业管治措施和实践，
确保公司持续稳健发展。

据悉，中国平安董事会
组成人数比例均衡，非执行
董事占多数，独立董事占比
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
1/3， 各董事均拥有丰富行
业及营运经验，共同组成了
一个运作规范、高效、专业
化、国际化的董事会，其致
力于公司价值最大化。

■通讯员 陈婧 朱昭阳
记者 梁兴

避险品种重获青睐
9月15日-12月19日，中行第二届金交

所代理业务实盘交易大赛开赛啦，多空双
向交易，小资金博取大收益。详情请登录：
http：//www.boctd95566.com�

金银： 美国11月就业率指标升幅意外
放缓及全球股市相继走低等事件令避险
情绪升温，金银从中获益大幅反弹。中行
代理金交所黄金/白银T+D：回落不破3500
和239可逢低做多。

美元指数：原油价格大跌令市场对全
球经济前景担忧加剧，美股和美元指数齐
跌，短期回调压力明显。操作建议：短期内
减持或清空原非美空头，激进者可逢低做
多博反弹。

澳元： 中国通胀率走低一度打压澳
元，但0.83下方有持续买盘支持。中行双向
宝策略：前期0.835目标已实现，空头逢低
获利了结，目前暂观望。

英镑：英镑本周继续维持于前期震荡
区间1.56-1.58之间，走势略向上，基本面
缺乏重磅事件。双向宝策略：继续观望或
在上述区间低吸高抛，直到区间被有效突
破。

欧元：希腊总理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令
欧洲股市大跌，但美元进入调整令欧元间
接获得体征，欧元再次回升至1.24上方。中
行双向宝策略： 前期空单在1.246止损，暂
场外观望。

日元：股市大跌引发资金涌入前期持
续走低的日元避险，日元大幅反弹并一度
升破118。中行双向宝策略：118.5一带了结
日元空单，激进者可逢高短线做空美元兑
日元，止损120，目标116。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员 李浩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并不代表所在机
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体彩大乐透
让梦想照进现实

13亿！ 大乐透再次刷新
中国彩市奖池新纪录！12月
10日晚， 体彩超级大乐透第
14145期开奖， 本期全国共
爆出一等奖两注， 单注奖金
1000万元。 本期开奖过后，
奖池资金滚存至13.21亿元。

2014年， 超级大乐透带
着无数大乐透彩民的“梦
想”，一路高歌猛进。在快速
发展的中国，13亿多大众勤
恳奋进，孜孜以求，就是想早
日实现自己的中国梦，现在，
梦想的窗口正等你打开。

体彩超级大乐透自今年
5月5日（第14052期）起正式
更改游戏规则， 针对浮动奖
奖金分配原则和低级别奖的
中奖条件做出调整， 一等奖
的奖金分配比例根据奖池变
为三种方式， 这样奖金成色
得到保证。正因为如此，从5
月5日至12月8日短短7个月
时间， 超级大乐透奖池增长
率达到了200%！

泰富重装拥有行业最大的露天总装调试坪。

爱尔眼科联合
发起10亿元
投资基金

12月11日晚间爱尔眼科
发布公告， 公司与达孜县中
钰健康创业投资基金共同发
起设立湖南爱尔中钰眼科医
疗产业投资基金。

公告显示，该基金规模达
10亿元，其中爱尔眼科作为有
限合伙人出资9.8%，中钰健康
作为普通合伙人和基金管理
人出资0.2%，其余90%的资金
由中钰健康负责募集。

据悉， 该基金作为爱尔
眼科的项目储备和并购整合
平台，专注于投资、经营眼科
专科医院及其供应链服务。
爱尔眼科表示， 此举将进一
步加快网点布局， 加大公司
在基层的渗透力度。

■记者 黄利飞

中国平安荣获“2014年度杰出董事会奖”

扫一扫，加微信

泰达宏利14天
涨幅超两成

站在风口， 猪都能飞起
来？ 近期，A股市场风头正
劲，大盘指数持续飙升，涨得
令人眼红心热， 股票基金可
谓站在了牛市行情的风口，
但并非所有基金都凭借这股
东风飞了起来，超过9成的偏
股型基金跑输大盘。

Wind数据显示，截止到
12月5日，近11天以来上证指
数累计上涨19.77%， 而573
只主动管理型偏股基金中，
仅有38只基金跑赢大盘。

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
是， 今年11月18日刚刚成立
的泰达宏利转型机遇， 截至
12月5日刚刚经过14个交易
日， 但单位净值已飙升至
1.2290元 ， 区间涨幅高达
22.90%，是38只跑赢大盘的
偏股基金中唯一一只今年11
月份成立的基金， 可谓首秀
惊艳。其中，仅上周泰达宏利
转型机遇基金的净值就增长
了15.5%。 ■记者 黄文成

您值得信赖的掌上外汇贵金
属投资顾问

资讯

系列报道之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