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 财富证券与安化
县人民政府在安化县正式签订精
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据了解，财富
证券近期初步确定了湖南省内的
四个全国贫困县为对口扶贫县。

安化是湖南有名的有色金属
之乡、水能资源大县、林业资源大
县、 茶叶生产大县、 药材产业大
县，获得过“中国黑茶之乡”等称
号。但由于交通不便，农业和农村
设施极为薄弱， 是国家扶贫开发
工作重点县。 财富证券与安化县
签订合作协议后， 将发挥自身优
势，助力建设“畅通、宜游、秀美、

富裕”的新安化。
近年来， 财富证券与安化已

建立良好的合作基础。 财富证券
推荐的安化梅山黑茶于2015年
12月在新三板挂牌，并融资1950
万元;金湘叶茶业预计年内挂牌;
金鑫新材即将申报材料。 目前已
有六家安化企业在湖南股交所挂
牌， 其中金源新材即将转板新三
板挂牌， 烟溪丰里茶业通过湖南
股交所平台融资400万元。

据悉， 财富证券初步确定了
湖南省内的四个全国贫困县为扶
贫对口县：安化、安仁、邵阳和沅

陵， 每县每年安排帮扶专项启动
资金100万元，共计三年，合计安
排1200万元。

未来三年， 财富证券将积极
参与精准扶贫工作，采用“扶贫方
式组合拳”，将短期和长期的扶持
项目相结合， 最终实现项目安排
精准。 除了为贫困地区提供资金
支持，更多的是产业扶贫、金融扶
贫和智力扶贫，通过产业开发、金
融支持等方式， 将输血型扶贫转
变为造血型扶贫， 带动贫困地区
经济的全面发展。

■记者 黄文成 通讯员 肖建宗

本报12月1日讯 今日，中
国工商银行成功堵截了一起
客户通过自动柜员机（ATM）
转账的电信诈骗案件。 据悉，
这是银行账户管理新规实施
后，国内第一起被成功堵截的
ATM转账电信诈骗。

据工商银行湖南张家界
永定支行大堂经理文璐介绍，
上午9点35分左右， 一名客户
神色紧张地跑进永定支行营
业部大厅求助。原来该客户接
到一个未知电话， 误以为是朋

友， 就直接按电话里提供的账
号在ATM机跨行转账28000
元。完成转账汇款后，客户越想
越不对劲，于是跑到大厅求助。

文璐在了解事情原委后告
知客户， 今天是银行卡转账新
规实行的第一天， 凡是通过
ATM机对非同名账户转账都
是24小时后到账。同时，该支行
迅速帮助客户办理了转账撤销
业务， 整个事件处理时间不到
10分钟，客户资金毫发无损。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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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接了个电话，误把骗子认作朋友，直接到ATM转账……

“转账新规第一案”：10分钟追回2万8

财富证券拟投入1200万元助四县精准扶贫

12月1日， 银行工作人员展
示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普
通）纪念币。当天，长沙市首发中
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孙中山先生诞
辰150周年铜合金（普通） 纪念
币。 纪念币与现行流通人民币职
能相同， 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
通。 记者 徐行 摄

孙中山诞辰
150周年纪念币
长沙首发

本报12月1日讯 11月28
日， 湖南金证投资咨询顾问有
限公司金融产品总部正式开
业。据悉，金证顾问金融产品总
部与国内先进的金融服务软件
开发商等进行合作， 打造了一
款智能大数据证券投资服务平

台———“智能炒股帮手”， 将传
统炒股软件与智能大数据及人
工投顾服务在一个平台上结
合，通过人工智能手段，形成投
资资讯提供给客户， 力争成为
业内领先的第四代投顾服务尖
端产品。 ■记者 黄文成

金证顾问推出第四代投顾服务尖端产品

支付宝口碑双12来了 最高可省千元
本土1万多家商家参与 消费还能赢1212元现金红包

12月1日， 支付宝口碑公布今年双12的最新玩
法。进入第三年的支付宝口碑双12全面升级，活动时
长从24小时延长到三天三夜（12月10日至12日），
活动商家首次突破百万， 其中长沙本地商家超过1
万；覆盖的场景也有大幅提升，在覆盖的场景中用支
付宝消费，就能享受随机立减或者全场五折（上有封
顶）的优惠。

另外，双12期间，消费者用支付宝消费，就有机
会集齐“口碑四宝”，赢取1212元现金红包。

■记者 蔡平

2015年的双12，2800万
消费者走进线下门店。餐厅被
挤爆，超市被搬空，一天时间
卖出了30多万份纸巾、100万
份炸鸡的火热场景，至今被人
津津乐道。据口碑平台运营总
监朱晓蕾介绍，今年双12活动
商家首次突破百万，覆盖的场
景也大幅增加。

据支付宝口碑披露，截至
12月1日， 全国已有近1000家
大型购物中心、5万家超市便
利店、55万家餐厅确认参加今
年的双12活动。

此外，今年的双12在场景
覆盖上也令人惊喜， 除原有的
餐厅、超市、便利店、电影院、美

容美发之外， 还新增KTV、亲
子教育、婚庆摄影、运动健身、
休闲娱乐、 电玩网吧、 酒店景
区、洗车保养、生活出行等十大
日常生活消费场景。在长沙，只
要打开支付宝口碑页面，周边3
公里范围内都能找出双12优
惠商家。有人经过测算，如果把
支付宝口碑双12的每一个优
惠场景都消费一遍的话， 三天
最高有望节省1387元。

同时，记者了解到，长沙
市民即使走出国门，也不会错
过双12的福利。今年的支付宝
口碑双12还吸引了新西兰、美
国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6万多
家商户参与。

相比往年，今年的双12会把
狂欢的感觉带到每个人身边，使
平台、 商户和消费者全方位连
接。支付宝口碑将在全国多个城
市同期举办一城一节活动。来自
来疯平台和淘宝直播平台的800
多名网红主播将与网友即时分
享这些活动的画面。

此外，支付宝口碑还将联合
商户在双12期间推出消费集宝、
花车巡游和史上最大规模的生
日派对等一系列新玩法。

双12期间，长沙消费者用支
付宝消费满1元即有机会获得
“口碑宝宝”。这些“宝宝”可转
赠，可互换。只要集齐“吃宝”、

“喝宝”、“玩宝”、“乐宝”四种“宝
宝”， 即可获得奖品。 朱晓蕾透
露， 今年共准备了500万份集宝
奖品， 其中包括1.5万份的1212
元现金红包（支付宝钻石会员奖
金翻倍，即2424元），以及498.5
万份大牌超值优惠权益礼包。

为增强活动的趣味性，消费
集宝活动加入了新兴的增强现
实（AR）元素。12月7日起，消费
者在银泰城、 大悦城等全国近
1000家大型购物中心和商圈，扫
描商圈里支付宝口碑双12海报
上的“1212”字样，点击画面上出
现的动态宝宝，即可提前参与集
宝活动。

今年双12， 支付宝口碑在用户
的消费保障上也引入了更多资源。
首先是资金保障， 脱胎于互联网的
消费信贷服务“花呗”将在双12期间
对包括支付宝境外商家在内的众多
商家全面支持花呗。

同时，专门为线下商家研发的
消费保险开始普及，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险种要数蚂蚁金服和国寿财
险推出的食品安全险，以及蚂蚁金
服和中国人保推出的顾客人身安
全险。

消费者在投保商户处消费，即
便遇上些不顺心， 也可以第一时间
获得专业公司的保障。

“双12是支付宝口碑为消费者
提供品质服务、 口碑服务最好的练
兵场， 更是互联网与线下商业融合
的新动力。” 口碑公司CEO范驰表
示，线下商业正在进入信息化、互联
网化与数据化的新阶段， 从经营货
为中心开始向经营人为核心转变，
数据成为核心驱动力。

范驰称， 如果说双11是电商的
催化剂，那么双12就是O2O的助推
器，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消费狂欢节，
让所有人都能享受互联网与线下商
业深度融合带来的消费新体验。

【商家】 突破百万 新增十大场景
【消费】 集“宝宝”赢现金

【保障】
多重保障让人放心嗨

经济·金融

近年来，资本市场群雄逐
鹿， 公募基金竞争也日益激
烈。在此背景下，天弘基金仍
以8320.79亿元的超高资产管
理规模蝉联行业前茅，可见投
资者的青睐，而这背后离不开
投研实力的支撑。

未来，天弘基金会在“稳

健理财，值得信赖”的经营理念
下，不断提升传统投研能力、新
型投研能力和资产配置投研能
力三方面的综合实力， 以为用
户带来更好的投资管理服务，
切实为用户理好财，让“投研实
力派”的标签深入人心，赢得更
多投资者的青睐。

三管齐下天弘基金打造投研“实力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