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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波保险产品将停售，
短期理财型保险首当其冲，保
障型产品将成主流。 老百姓关
心的是， 短期理财型保险还能
买吗？

根据保监会 5月发布的
“134号文”，即《中国保监会关
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
发设计行为的通知》，10月1日
前，保险公司要对“快速返还
型”年金保险等产品完成自查
和整改。

记者采访多家保险公司了
解到， 部分公司已经停售与通
知规定不相符的产品， 个别公
司正抢抓最后的时间搞“促销”
冲保费。 目前市场在售的一些
年金保险以“主险分红型年
金＋附加万能账户”形式为主，
期限短，即交即领，具有快速返
还、收益高等特点，受到部分消
费者青睐。

专家表示， 在10月1日之
前， 这些理财型保险产品仍是
合规产品， 消费者可以根据自
身情况购买， 但这些产品保障

成分较低，收益率也在下降，不
是投资首选，要做好权衡。

短期理财型保险产品将
停售，保险公司必须在开发符
合监管要求的新产品上下力
气了。

南开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
学系教授朱铭来认为， 保险公
司开发设计保险产品时更多要
往“保障”这个方向上靠，也就
是说， 目前市场上的理财型保
险产品可能要进行重构。

近年来， 个别公司的万能
险等产品发展走了样， 把本是
长期保障型的产品做成了短期
理财型产品， 成为此次整改的
主要险种。

专家表示， 万能险之所以
“万能”， 是因为它可以被设计
成各种类型的产品。 如果设计
成定期交费、保额适当的产品，
保障期限拉长了， 保障范围扩
大了，保障额度大幅提高，它就
和终身寿险没有差别了， 这也
是万能险转型的有效方法。

■据新华社

伴随首批6只基金中基金
（FOF) 获得监管部门发行批
文，FOF在中国基金市场正式
起航。业内人士认为，公募FOF
的问世有助于填补中国资产频
谱的不完整性， 从而实现资产
管理行业生态的重构。

中国证监会近日为6家基
金公司的6只FOF开出“准生
证”，分别为华夏聚惠稳健目标
风险、南方全天候策略、嘉实领
航资产配置、建信福泽安泰、泰
达宏利全能优选和海富通聚优
精选。

首批6只基金中基金获批，
标志着FOF在中国正式起航。
“公募FOF存在的重要意义是
通过增加中等风险收益组合的
投资品种， 填补中国资产频谱
的不完整性。”华夏基金资产配
置部负责人孙彬说。 南方基金

总裁杨小松则表示，FOF将实
现底层资产投资与大类资产配
置的专业化分工， 为解决投资
者的痛点、 弥补行业价值链的
缺失提供了新的工具。

基金公司不约而同地为应
战“FOF时代”做足准备。据悉，
华夏基金打造了支持FOF投资
管理的全新投研体系， 通过对
基金产品的暴露因子分析、风
格分类、收益特征分析、风险分
析、 配置和交易特征等方面的
综合评价， 实现对基金产品风
格和业绩归因的更精准识别。

在业界看来， 借助专业团
队管理的模式，FOF将资产配
置业务的目标客户由传统的高
净值客户拓展至普通投资者，
有望实现对资产管理行业生态
的重构。

■据新华社

停售将至，短期理财型保险还能买吗
专家：10月1日之前仍可购买，但非投资首选

证监会为6只FOF开出“准生证”
基金中基金在中国起航

今年以来，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
深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 把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与战略转型、 经营
管理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同部署、同
安排、同落实、同督促、同考核、同奖
惩。

该行成立了党委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领导小组， 提出统筹抢抓业务
发展与做实党建和作风建设， 统筹
积极创新与坚守合规并重， 统筹抓
住关键少数与强化全员管理“三个
统筹”工作思路，明确了落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工作要
求。该行还成立了监察室，协助党委
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组织协
调反腐败工作。2017年以来， 该行
领导与党员干部谈心谈话超过10
人次，切实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推进干部约谈常态化， 用好批评和
自我批评武器。

7月27日， 该行组织党员干部
前往湖南省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湖南省长沙监狱开展党风廉政建设
警示教育活动， 观看了警示教育专
题片《迷途》，警示党员常怀敬畏之
心，增强抵腐定力，严守廉政纪律。

经济信息

常怀敬畏之心
增强抵腐定力

◆杨丹、杨敬红遗失长沙县长永
佳苑 1013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契
税完税发票（20081） 湘地虚缴
82640202第一、四联，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
长韶娄高速公路第 7 合同段项
目经理部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L5510000657301,开户行：华
融湘江银行长沙分行，声明作废。

◆刘梓晨（父亲： 刘斌滔，母
亲：宾琪）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532749，声明作废。

◆罗翔（父亲：罗记国，母亲：侯
燕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47288，声明作废。

◆罗涵（父亲：罗记国，母亲：
侯燕丽）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N43016625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鑫丰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刘洪明 17700246333

遗失声明
蒋彬彬不慎遗失坐落在岳麓区
看云路 111号璞丽景园 9 栋 31
06 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
完税证（141）湘地现 05278263
第四联及该房物业专项维修
基金交存证明第三联，凭证号
为湘财通字（2014）No.000370
0716，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湘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晓丽，电话 18607302167

◆李润然（父亲：李鹏，母亲：
戚玉环）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O430753573，声明作废。

◆丁旭鹏（身份证号 1502031986
03263117）遗失长沙市望城区
乾源国际广场 2 号栋 3102 的税
务收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141）
湘地现 05121691，2015 年 6 月 2
日开具 )第四联，缴纳契税为：
1983.52元，特此声明作废。

◆彭琴（身份证号码为 4309231
99403126324）遗失长沙市望
城区征鸿城市时光商业广场公
寓式办公楼栋 1701 的税务收
现缴款书（票证字轨为（161）
湘地现 00238038，2017 年 9 月
7 日开具)第四联，缴纳契税为：
11925.68元，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广东广福宏宇保险经纪有限公
司株洲分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
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献珍，
电话：13786730371。

遗失声明
彭钟遗失沅江市工商局 2013 年
5 月 20日核发注册号 430981600
168410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张泉远遗失新化卫校西医专
业毕业证，证书编号：05321157
0029，声明作废。

◆黄彩虹遗失就业创业证，证号
4301210017002956，声明作废。

◆董坤灵（父亲：董望远，母亲：
姚胜男）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08665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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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锦涵（父亲：易海华，母亲：
陈华）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891642，声明作废。

◆马翠云遗失长沙学院毕业
证，证号：1107712011050015
29。 学位证书，证号：110774
2011001529,声明作废。

◆邓凯遗失湖南大学学校报到证，
证号 201710532101783，声明作废。

◆邓静遗失长沙医学院毕业
证，证书编号：65439134121001
811，声明作废。

◆李欣苗（父亲: 李春晖 ，母亲:
苏妮）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271414 ，声明作废。

◆邹帆遗失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建筑工程技术专业毕业证书， 编号
123971201106001594，声明作废。

◆谢宛成（母亲：谢樱）遗
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1061128，声明作废。

◆谌星圻（父亲： 谌建勇，母
亲：姚建）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1078228，声明作废。

◆长沙医学院 2016 年毕业生杨
程翔,报到证丢失,证号为 201610
823201737，特此声明作废。

◆刘峻熙（父亲：刘传，母亲：
陈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N430160821，声明作废。

◆王厚哲（父亲：王长庚，母亲：
朱溧）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430044132，声明作废。

◆王丹遗失湖南大学毕业证，证
号：No.P00080741，声明作废。

◆段雨泽（父亲: 段艳华 ，母亲:
杨娟）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359846 ，声明作废。

◆本人曾力山（43030219910223
2559）遗失《湘潭恒大书香门第认
筹协议书》，编号 0003444，金额
壹万元整，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畅玮饰品商行不
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5 年 10 月 12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注
册号 4301026006340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民业置业有限公司遗失岳
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4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
注册 号 430600000048935； 遗
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6026874092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王小华遗失由慈利县市场和质
量监督管理局 2016 年 8月 2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8216002081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县城东食家庄饭馆遗失湖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
4300171320，号码 1039879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观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11
338515677F）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本人自有长沙湘江世纪城
融江苑两室一厅电梯房出
售，两证齐，精装修，家具家
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精装房出售

联系：13875869988

建信福泽安泰混合型
基金中基金（FOF），作为
业内首批获批的FOF之
一， 也是建信基金创新推
出国内首批目标风险系列
FOF中风险收益特征相对

稳健的基金， 以不低于80%
的仓位投资于公募基金产
品， 对于权益类资产的目标
配置比例为20%， 对于固定
收益类资产的目标配置比例
80%。

建信福泽安泰FOF蓄势待发

日前，嘉实基金上报的
嘉实领航资产配置混合型
FOF正式获批。嘉实基金在
FOF业务方面已有丰富实
践并积累了三大优势，包括
专户FOF实盘运作经验、完
备的资产配置方法论以及

不断丰富的基金产品线。嘉实
基金董事总经理、机构和固定
收益业务CIO经雷介绍，嘉实
在投资市场、投资理念、投资
行为三个方向，已经具备了完
备的FOF产品思考框架。

■记者 黄文成

有机构预测，A股净利
润增速全年或将维持在
13%左右，那些在主动投资
中能够扎根行业、精选个股
的基金公司，旗下产品更是
收获了不错的净值涨幅。以

东方基金为例， 旗下5只权益
类基金今年来收益率超过
10%， 其中2只产品近三月涨
幅逾20%， 均位列同类前1/3
阵营， 凸显出东方基金不俗
的主动投资管理水平。

东方基金旗下5只基金年内回报超10%

嘉实基金已储备多个大类FOF策略

9月10日，江华瑶族自治县大路铺镇洞尾村，村民在香厂里翻晒香枝。目
前，全县有1.2万个家庭、6万余人从事制香产业，年生产香制品6万吨、销售收
入7亿元。 黎实 黄志东 摄影报道

制香奔上富裕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