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产、金融、互联网、文化旅游全面开花

恒大地产总资产达757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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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 恒大地产发布
2015年度业绩报告，截至2015
年12月31日， 恒大总资产达
7570.4亿， 同比增长59.6%，稳
坐中国规模最大的房企交椅。

在经济下行、 行业分化加
剧的背景下，恒大领跑行业，有
分析人士认为， 主要得益于恒
大强大的内部管理优势、“现金
为王”策略和盈利稳定三大“法
宝”。

现金充裕、并购频频

恒大不仅现金充裕， 而且
利润领先。截至2015年12月31
日，恒大现金余额1640.2亿，较
2014年595亿大增175.7%，行
业第一。 同时实现2015年净利
润173.4亿。

有钱好办事。为此，恒大并
购动作频频，2015年12月,恒大
339亿收购新世界内地9个超大
型项目,全年共斥资602亿向新
世界、华人置业、信和置地等港
资巨头收购15个超大型项目，
总建筑面积超1700万平方米。

实现一二线城市布局

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
当天的业绩发布会上表示，在
2014年已完成“三线包围一二
线”的战略。2015年，恒大的全
国布局进一步优化升级与均衡。

“我们在上市前的2006年、
2007年、2008年底子比较薄，
所以当时的策略是先进入三线
城市， 用最少的资金获得最大
的土地储备， 实现公司的高速
发展。2009年以后，公司开始逐
渐向一二线城市进行投资。通
过2013年、2014年的调整，可
以说我们现在占领了一二线城
市。”许家印说。

据恒大数据显示，目前，恒

大一二线城市项目数量占了
55%。从投资额来看，一二线城
市占了72%。 从去年新上马的
项目数量来看， 一二线城市项
目个数是62%。从投资额来看，
一二线城市上马的项目占了
75%。

多元化布局完成

许家印说， 通过几年的市
场调研、研究以及实施，2015年
恒大完成了多元化的布局，不
会再涉足到其他的产业。

2015年恒大组建金融集
团， 收购中新大东方人寿并更
名“恒大人寿”，当年实现规模
保费149.9亿，排名全国寿险公
司第30位； 同年进入互联网产
业，已经完成“互联网+”金融平
台及综合社区服务平台的建
设。3月16日亮相亚冠的恒大金
服， 成为了最受关注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 恒大健康
(00708.HK)�开展互联网社区医
院、国际医院、养老产业、医学
美容业务。 目前恒大健康已在
10个中心城市开设12家互联网
社区医院，覆盖居民约20万。

依托海南国际旅游岛优势
及恒大庞大的社区资源， 恒大
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 中国
海南海花岛占地约7.5平方公
里， 规划总建面约1403.6万平
方米，涵盖28大业态，去年12月
28日开盘以122.1亿元的销售
金额、136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
和10万人到访数， 创下三项世
界纪录。

恒大文化（834899）已在中
国新三板挂牌， 旗下的恒大院
线已开业影城39家， 银幕273
块， 今年计划再开业116家，累
计达到155家、银幕1085块。

■杨迪

凭借深厚的投研实力，华
安基金在刚刚揭晓的第十三
届中国基金业金牛奖的评选
中， 一举斩获三项金牛大奖，
旗下华安逆向策略混合、华安
科技动力混合获评“三年期开
放式混合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奖 ， 华安上证 180ETF获评

“2015年度开放式指数型金牛
基金”奖。

业内人士称， 华安基金获
得三项金牛奖展现了公司的整
体投研实力。事实上，同花顺数
据显示，2015年， 华安基金旗
下主动权益类产品业绩基本跑
赢行业平均。

近年来， 国内量化投资迎
来发展高潮。很多专家认为，量
化投资是大势所趋， 也是我国
基金行业未来发展的一大重要
方向。事实也恰恰如此，越来越
多的基金公司逐渐重视量化投
资， 比如长信基金就致力于打
造国内公募量化投资的“金字

招牌”。
据悉，长信基金旗下共有

6只量化产品。 丰富的模型和
产品储备，是长信基金主动量
化布局的坚实基础，而其量化
产品出色的业绩，更是成为该
公司量化投资综合实力的证
明。

3月27日，太平人寿湖南分
公司携手太平财险湖南分公司
组织近千名客户来到长沙洋湖
湿地公园，举行了以“种下一棵
太平树 驱散雾霾迎晴空” 为主
题的2016年共建“太平林”植树
活动。 据悉，今年已经是太平人
寿湖南分公司连续第三年开展
“太平林”植树活动，三年来，该
公司累计邀请3000余名客户参
与共建“太平林”。

■周航 冯琼 潘海涛

春光醉人， 正是出游踏青的
大好时光，泰康人寿提醒，出行的
同时别忘了带上一份保障。 一款
针对私家车主及差旅人士打造的
长期综合意外险———“泰康全能
保保障计划”可谓应时应景，最高
保障千万。该产品具有保费低、保
障全、保额高、保障期限长、能返
还的特点， 让人们在享受春光的
同时，更享周全的意外保障。

“泰康全能保保障计划”不仅
涵盖了航空意外、交通意外（含自
驾）、重大自然灾害、一般意外四
大意外风险，还增加了非因意外、
重大疾病身故或全残的贴心保
障，按不同风险的发生给予1—20
倍的保额。此外，该产品保障周期
的选择也很灵活，有保障30年、保
到70岁、 保到80岁三种保险期间
供客户选择。 ■潘显璇 王志平

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常
德武陵支行营业部成立于
1990年， 是常德市银行业规
模最大、 业务品种最全的网
点， 被工总行列为财富管理
中心网点最高等级管理。
2007年度被团中央授予国家
级“青年文明号”创建单位，
2012年被湖南省银行业协会
评为年度“百佳示范单位”,
2014年被评为“全国银行业
协会千家网点”。

据武陵支行行长介绍，
该支行建立了大堂经理、一
线柜员、 客户经理“三位一
体”的客户服务机制。大堂服

务体现一个“细”字，武陵支
行营业部配备了5名大堂经
理，实行划片负责，根据客户
的需求服务；同时，窗口服务
突出一个“快”字，自助服务
强调一个“全”字。

据了解， 该支行设有自
助银行服务区， 共配备六台
智能终端、两台自助终端、三
台存取款一体机和五台取款
机、一台回单自助打印机，设
置免拨直通客服电话。 营业
大厅设有网银自助电脑5台，
网银指导人员1名，并在大厅
装有免费WIFI，让客户体验
电子银行产品。 ■肖钢 蔡平

3月28日，财政部、海关
总署、 国税总局等三部委发
布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新税
制，免税时代即将走向终结。
不少跨境电商平台纷纷开启
“清仓”模式。据了解，友阿股
份旗下跨境电商平台友阿海
外购从即日起推出“海囤
节”，为消费者送上税改前的
最后一波疯狂囤货福利。

“在税收新政实行之前，
我们精心策划海囤节为用户
送上最后一波福利。 让用户
不仅能够继续享受免税优
惠， 而且价格比之前更有吸
引力。” 友阿股份营运总监、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胡硕说。

即日起至4月4日， 新老
用户登录友阿海外购均可领
取价值288元的海囤基金一
份， 下单结算时直接抵现使

用。活动期间，还将推出热门
商品惊喜限时特惠， 市场价
99元的日本狮王clinica牙膏
2支活动期间仅售55元，明星
单品伊思蜗牛洗面奶75元。

据悉， 税收新政将于4
月8日正式实施，从长远看，
将促使跨境电商和海淘市
场进入规范化，对企业和平
台来说利好颇多。 胡硕表
示，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
下，跨境电商仍然有巨大的
市场空间，友阿海外购已经
提前做好布局。

继3月份澳洲直邮开通
后，友阿海外购日本国家馆
也将在4月与消费者见面，
采用全跨境直邮模式来满
足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强
烈需求。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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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12月31日，恒大总资产达7570.4亿，同比增长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