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行业观察

今年以来，农行衡阳
分行积极响应市委市政
府精准扶贫号召，准确把
握精准扶贫的总体要求，
充分履行大行社会责任，
积极完善扶贫保障机制，
细化扶贫工作措施，有效
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一是制定扶贫清单
压实责任。 该行精细制
定精准扶贫工作清单，
进一步细化工作目标和
工作方案， 明确工作责
任、时间和要求，确保年
初制定的扶贫目标有效
推进。

二是强化多方联动
主动履职。该行把精准扶
贫工作作为党委的重要
议事日程和重点工作同
部署、同落实，主要负责
人亲自组织部署，率精准
扶贫工作队员常态化进
点开展精准扶贫调研和
帮扶工作，引导村干部和
扶贫队队员主动作为、攻
坚克难、敢于担当、认真

履职。
三是创新扶贫模式

推陈出新。 充分利用多
种政策指导， 积极推动
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
新，根据农村实际情况，
拓宽思路，因地制宜，多
管齐下， 不断探索精准
扶贫模式， 创新金融产
品， 发挥党建对扶贫工
作的支持。

四是加强扶贫资金
监管作用。制定精细化扶
贫监管办法，提升管理效
力，确保扶贫资金不被挪
用，发挥应有效力。

五是跟进扶贫政策
有效推进。突出完善脱贫
攻坚金融服务工作机制，
积极开展专项评估，增强
精准扶贫金融政策的导
向力，确保各项目标任务
落地实施，扶贫工作早见
效果，圆满完成脱贫攻坚
任务。
■潘显璇 罗秀广 聂运生

经济信息

近期金融板块牛气
再起，券商接过了反弹大
旗，同时保险股走势也可
圈可点， 在此背景下，相
关主题的偏股基金表现
喜人。以工银瑞信金融地
产 混 合 型 基 金 为 例 ，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28日，该基金近一周累计
单 位 净 值 增 长 率 达

4.68%， 在全市场同类基
金中排名第一。对于下半
年的市场走势，工银瑞信
金融地产基金经理认为
可能是稳中求进的走势，
主要是自上而下的考虑，
结构上认为周期、价值和
成长都会有阶段性的表
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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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本地新鲜对虾“跳”上长沙人餐桌
南美白对虾成功实现本地养殖 会逐步推广规模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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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探索之后， 南美白对虾养
殖取得关键进展， 长沙率先在全省
开展的“水稻+”南美白对虾试验大
获成功。 记者日前获悉， 长沙县近
200亩南美白对虾稻田养殖模式喜
获丰收， 预计产量达6万斤左右，将
于9月15日起集中上市， 新鲜对虾
将爬上长沙人的餐桌。

动态
南美白对虾成功在长沙“安家”

9月9日上午， 记者来到位于长
沙县安沙镇的“水稻+”南美白对虾
养殖基地。近200亩面积的基地，有
大大小小的池塘21个，其中有18个
池塘中间种植了水稻。 绿油油的水
稻已经抽穗，随风起舞。

在水稻周边，约4米宽、1.8米深
环形虾沟里， 一台台增氧设备正运
行着，平静的水面被搅起层层涟漪，
不时会有对虾跃出水面。不远处，两
名基地工作人员在池塘边正用力地
拉扯一根绳子。 基地负责人杨光炫
告诉记者，绳子下方是虾笼，里面放
些诱饵以方便捕捞对虾。没多久，虾
笼便被拉出了水面， 一个个晶莹剔
透的对虾在里面活蹦乱跳。

记者看到，对虾晶莹剔透，虾线
分明，内脏清晰，个头在12到13厘
米左右。杨光炫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没想到养殖一年就试验成功了。”
他介绍，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成虾
能达到34头/斤，大大超过现在长沙
市场常规售卖水平。

探秘
循环种养，水稻与对虾共生

长沙餐桌上的基围虾大多是
南美白对虾。据悉，我国自1988年
开始， 便开展了南美白对虾的引
进、适应性养殖以及大面积推广工
作。进入2000年以后，南美白对虾
的养殖规模更是逐年扩大。我省对
虾养殖最早可追溯至2010年，常德
澧县养殖户经过反复摸索和试验，
获得成功，这些年也开始出现在长
沙市场。

不过，在长沙，对虾养殖囿于条
件限制， 始终没有取得进展。“对虾
娇贵，比较难养。”杨光炫解释，长沙
土质不适合对虾养殖， 养殖前要改
善土质，将土壤碱度提上去。对虾与
小龙虾不同， 耐高温不耐低温，所
以，要加强对池塘水质的调节，避免
水温突然升高或者突然降低。另外，
如果水中溶氧不足， 也会造成白对
虾窒息死亡， 对养殖也会造成不良
影响。

“对虾养殖对水体质量要求也
很高。”长沙市农委科教处长夏礼明
介绍， 水中主要危害对虾健康的物
质是氨氮和亚硝酸盐。 在过滤系统
尚未建立，或尚未成熟，或运转异常
时， 这两种物质的存在就会增加对
虾的死亡率。不过，氨氮和亚硝酸盐
于对虾有害，对水稻却是营养。池塘
里种上水稻， 便形成了一个水体微
循环———水稻吸收了氨氮和亚硝酸
盐，净化了对虾生长的环境，稻田还
给对虾提供了栖息场所。

华夏基金ETF
规模超600亿元

在今年A股结构化轮动行情中，
ETF作为一种获取市场平均收益的分
散投资工具， 越来越受投资者关注。
WIND数据显示， 目前市场上的非货
币类ETF产品共计139只， 截至9月4
日累计规模已经超过2000亿元。作为
境内ETF的开拓者， 华夏基金旗下股
票类ETF产品布局行业领先，截至9月
4日，华夏基金ETF管理规模达605亿
元， 占据境内股票ETF规模比例超
30�%。据了解，境内首只ETF是2004
年12月30日成立的华夏上证50ETF。
截至9月4日，华夏上证50ETF最新规
模已超过350亿，规模优势显著。

首批公募FOF获批
华夏基金抢饮“头啖汤”

9月8日，公募基金行业发生跨时
代的大事———证监会公布首批公募
FOF基金名单， 公募基金正式步入
FOF时代。 华夏基金再次走在基金
业 创 新 前 沿 ， 联 手 国 际 知 名 的
FOF／MOM管理人罗素投资集团抢
饮公募FOF“头啖汤”，旗下华夏聚惠
稳健目标风险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 从多只上报的FOF产品中脱颖
而出，成为首批获批的公募FOF基金。作
为“老十家”基金公司之一，华夏基金凭
借19年积累的投研实力和资管经验，在
公募FOF业务方面再次大展拳脚。

基金业协会
养老金委员会成立

9月6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
会养老金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暨第一
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养老金专业委
员会主席、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副
会长、华夏基金公司总经理汤晓东表示，
养老金专业委员会将在证监会领导下，
基金业协会指导下，根据工作职责，发
挥委员会工作实效，调动全行业力量，
认真部署并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汤晓
东认为， 资产管理行业作为养老金投
资管理的主力军， 应主动融入养老金
事业改革进程，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
史重任，参与服务养老金体系建设，促
进我国养老金体系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助力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嘉实领航资产配置
混合型FOF获批

9月8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首批
公募FOF基金名单， 嘉实基金上报的
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型FOF获得发
行批文。记者了解到，嘉实之所以设计
这一类型的FOF基金， 主要是从客户
自身需求以及FOF产品核心要义出
发， 希望既能在资产配置领域解决投
资者痛点， 又能诠释资产配置的真正
含义。嘉实基金介绍，公募FOF基金与
普通基金相比有三点优势： 基金的精
细化优选与专业化管理， 投资风险的
全局把控与再分散， 通过资产配置实
现多样化投资需求。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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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长沙对虾“主力
军”主要来自沿海地区，外
地对虾要经过长时间的运
输才能从沿海到达内陆，
产品的安全质量与鲜活度
难以得到保障。如今，本地
规模化对虾养殖成功后，
运输、分拣、配送到店售卖
只需三四个小时， 可确保
每一只对虾在爬上市民餐
桌前仍然能活蹦乱跳。

此外， 白对虾属典型
耐高温虾类， 不怕高温怕
低温， 最适宜生长水温为
25～35℃，可抗40℃高水温，
极值45℃。7-9月高温月份，
正是南美白对虾的生长旺
季；而小龙虾是怕高温不怕
低温，7～9月三个高温月份，
正是小龙虾最不适合的养
殖季节。9月份，南美白对虾
上市，也可以填补小龙虾淡
季的空缺。

尽管海鲜市场批发价
格比外地白对虾高4元左
右一斤，但不愁销量。据了
解，长沙几个大型海鲜市场
前些天便已经开始订购。
“‘稻田+’极大提高了对虾
的养殖效益， 粗略计算下
来，米、虾亩产值将超过1.5
万元。”杨光炫说。

“通过对比发现，稻田
养殖的南美白对虾，皮薄肉
厚，肉质细嫩，可食部分比
例高，口感超过非稻田养殖
以及外地对虾品种。” 夏礼
明表示，攻克以上养殖难题
后会发现，长沙地区的高温
天气非常适合对虾生长，下
一步，长沙会逐步推广本地
对虾的规模化养殖。

■记者 李成辉

9月小龙虾下市
对虾填补美食空缺

9月9日上午，长沙县稻田养虾基地，工作人员正捕捞对虾。 记者 李成辉 摄

金融股走强
工银瑞信金融地产拔得头筹

农行衡阳分行
积极推进精准扶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