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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6日讯 还有半
个月就过年了， 随着天气转
晴， 长沙的年宵花市场逐渐
火热了起来。 三湘都市报记
者走访调查发现， 今年年宵
花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一两成，蝴蝶兰、蕙兰、红心
凤梨等依旧是最抢手的几个
年宵花品种。

家庭和私企成消费主力

今天上午， 记者来到三
湘花卉大市场， 一进花卉店
大门， 最显眼的位置都是摆
放着蝴蝶兰、蕙兰、红心等最
常见的年宵花品种。

住在马王堆的刘玉梅今
天特意赶来逛市场购买年宵
花，“这几天出太阳了， 天气
暖和了不少， 所以就出来置
办些过年的必需品， 家里有
购买年宵花的习惯。”

“前几天下雪， 风也大，
基本没什么人来逛花市，现
在天气好了，加上快过年了，
买花的人也多了起来。”在三
湘花卉大市场经营一家花店
十余年的王军告诉记者，现
在年宵花的销售才刚刚预
热， 高峰期是春节前一个星
期， 很多长沙市民都有买年
宵花的习惯， 那个时候花市
会很热闹。

另外记者还发现一些顾
客买花是用来装饰公司。“年
底活动、会议多，摆放一些花
卉既喜庆， 也能净化空气。”
但是“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
许多会议会场不再摆放鲜花
和绿色植物了， 这让年宵花
市场遭受了巨大的冲击，销
量下滑了很多， 现在市场行
情不景气。”王军说，目前家
庭和私企已经成了年宵花的
消费主力军。

年宵花价格今年小幅上涨

记者综合了几家花卉店
的销售和咨询情况， 发现最
受市民喜欢、 卖得最俏的依
然是蝴蝶兰、 蕙兰、 红心凤
梨、红掌、水仙等几个传统的
年宵花品种。“这些花花期
长，颜色鲜艳，比较喜庆，也
容易照顾。”店家说。

此外，摇钱树、发财树、
金桔、黄金万两等绿植，因为
名字吉祥， 也受到不少市民
的喜欢。

在价格方面，蝴蝶兰、蕙
兰、 红心凤梨每支的售价在
50元左右，“跟去年同期相
比，蝴蝶兰、蕙兰等年宵花品
种今年的价格上涨了一到两
成，涨幅不大。”在红星花卉
大市场经营花店的王先生
说。

而水仙、 风信子以及银
柳，因为价格便宜，不少前来
逛花市的市民随手就买回了
家， 它们在各个花店的销量
也都不错。 ■记者 潘显璇

交 通 银 行 携 手 斯 沃 琪
(Swatch)�、 中国银联共同宣布，
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斯沃
琪贝拉米支付腕表于1月20日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交通银
行指定网点和斯沃琪店铺正式发
售，首推黑、红、白、蓝四色，售价
人民币580元。

交通银行太平洋借记卡—斯
沃琪贝拉米支付腕表， 由交通银
行携手斯沃琪和中国银联共同合
作推出。它既是一只斯沃琪腕表，
也是一款交通银行IC借记卡，可
以使消费者直接在具有银联“闪
付”标志的POS机上完成支付，无
需充电，无需网络支持，也无需使
用任何支付软件。 为庆祝其正式
发售， 合作三方还发布了一系列
精彩的尊享礼遇。
新户礼遇：

成功购买并办卡， 即享100元
刷卡金返礼。（10个工作日内到账）

刷卡优惠：（下述每项优惠每
张卡仅能享受一次）

1）3月31日前， 累计消费满
100元即享50元刷卡金返礼。（次
月返还）

2）4月1日至4月30日，累计消
费满100元再享50元刷卡金返礼。
（次月返还）
申领与开通

途径1： 交通银行门户网站
（www.bankcomm.com）在线填写
申请， 凭本人实名身份证件至预
约网点办理开卡手续（建议提前
致电网点，预约开卡时间），领取
斯沃琪贝拉米支付腕表。

途径2：在斯沃琪指定店铺购
买付款后，建议提前7个工作日致
电交通银行指定网点进行预约，
凭提货券及本人实名身份证件至
预约网点，办理开卡手续，领取斯
沃琪贝拉米支付腕表。

■蒋浩 易月 潘显璇

过年要喜庆，助推年宵花涨价
蝴蝶兰、红心凤梨、红掌等卖得最俏 家庭和私企成消费主力

近年来，农行永州分行将“惠
农通” 工程作为打通农村普惠金
融“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截
至2015年底，该行累计布放“智
付通”3929台， 全年完成余额查
询、 转账、 取款等各类金融交易
106万笔，金额559万元。

据了解， 该行针对辖内智付
通机具无效低效机具占比高、无
法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这一问题， 全面开展无效低效机
具的移机、清理和转化工作，逐步
退出代理意愿不强、 不愿代理的
服务点， 在人气旺盛的农村小卖
部、 村支书家庭等场所增设服务
点近千台， 进一步完善了农村金
融服务网络。

同时， 该行还精选业务骨干
逐县区建立了11个流动服务组，配
置专用车辆严格落实现场培训、巡
检、 回访等“一条龙” 服务制度。
2015年，该行智付通有效机具净增
1195台，机具有效率实现从全省农
行系统末位到首位的逆袭。

此外， 农行永州分行还成功
代理多个县区的“新农合”、“新农
保” 和财政直补等民生代理项目
以及辖内电费的代收业务， 进一
步拓宽了智付通应用领域。未来，
农行永州分行将加大与当地电
力、电信等部门的合作力度，加快
消灭智付通机具“空白村”，全面
实现农村金融服务的100%覆盖。

■李刚 潘显璇

1月24日上午， 足彩胜负彩
第16013期迎来开奖，全国中出1
注一等奖，奖金高达500万元，另
外中出34注二等奖， 每注奖金
9.04万元。 当期我省彩民收获最
为丰厚， 喜中1注一等奖和10注
二等奖， 而最大赢家来自长沙市
4301001839体彩投注站， 收获1
注一等奖和6注二等奖，总奖金高
达554.24万元。据了解，这是我省

彩民进入2016年以来中的第三
个500万元以上大奖。

目前， 体彩超级大乐透奖池
高达23.02亿元， 足够中出230注
千万大奖；足彩冷门频出，连造丰
厚头奖；竞彩、排列三、排列五、七
星彩、幸运赛车、顶呱刮也各有精
彩，期待我省彩民在2016年能收
获更多体彩大奖。

■通讯员 蒋晓琴

1月18日， 新华保险2016年
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立，
2016年新华保险全年工作的总
基调是规模稳定、价值增长、结构
优化、风险可控，工作主题是加快
转型发展、强化自主经营，并明确
了“围绕年度计划， 抓好销售工

作；强化预算管理，完善机构自主
经营；注重内在规律，抓好队伍建
设；以效率为重点，抓好客户服务
工作；完善自查自纠，持续加强风
险防范；秉承务实节俭，办好二十
周年司庆”六项关键任务。

■何珊 潘海涛

基金资讯

国投瑞银新丝路混合进入风口期
作为国家级顶层战略，

“一带一路”近日再迎重大利
好。 虽然2016年伊始A股即
遭遇深蹲行情， 国投瑞银新
丝路混合却凭借着其优秀的
表现， 在震荡行情中依然坚
守正收益的阵地，屹立不倒。

据银河证券基金数据显示，
截至1月15日，国投瑞银新丝
路混合近三个月及近六个月
的净值增长率分别达8.16%
和12.60%， 大幅超出同类基
金-7%和-10.14%的平均净
值增长率。 ■黄文成

天弘基金
代理香港互认基金10元起售

QDII基金最早诞生于
2006年底， 如今已经迎来了
第十个年头。 但出海投资不
止有QDII一种方式， 香港互
认基金也于新年伊始陆续和
内地投资者见面。 内地最大
基金公司天弘基金领跑两地
互认基金业务， 于1月4日零

点准时开卖其代理的港基行
健宏扬中国基金， 成为2016
年内地最早开卖的互认港
基。在天弘基金直销平台，行
健宏扬中国基金起点仅为10
元人民币， 为内地投资者提
供了更低起点的海外资产配
置良机。 ■黄文成

上周五市场V型反转，
360互联+指数猛涨2.67%，
再次领跑所有同类的大数据
指数。 在上周五大幅反弹之
后，该指数1月25日继续上涨
1.7%。中证360互联网+大数
据100指数再次成为反弹健
将，当日猛涨2.67%。该涨幅
当天在同类型的15只大数据

指数中排名第一。 同时该涨
幅亦远远超过了市场重要指
数的当日涨幅。 而投资者如
果想分享大数据的投资盛
宴， 可以借助跟踪该类指数
的基金。 跟踪360互联+指数
的大成360互联+大数据100
指数基金目前正在热销中。

■黄文成

360互联+指数
领跑同类大数据指数

我省彩民再中足彩554万大奖

新华保险定调2016年工作重点

农行永州分行做好服务“最后一公里”

交通银行携手斯沃琪发售支付腕表

过年，人们习惯用各色花卉来装饰房间，增添节日喜庆气氛，这样的
花卉又称为年宵花。今年年宵花的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了一两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