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个产业转型升级的时代，亦是金融业蓬勃发展的时代。
自2017年1月9日对外营业以来，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恒丰银行长沙分行迅速深深扎根湖

湘大地，积极投身地方经济建设，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各项业务稳健发展，成为湖南银行业机
构中的一颗耀眼新星。

■通讯员 王文辉 但妲 蒋旭东 记者 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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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残缺、 污损的人民币
该如何进行兑换， 又能兑换
多少？ 如何保护手机支付安
全？如何查询个人信用报告？
在日常生活中误收假币如何
处理？……近日，人民银行长
沙中心支行联合中国银行湖
南省分行、 星沙支行走进众
泰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长沙
分公司，开展2017年“金融知
识进企业”宣传活动。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消保处罗世乐处长、 张丽康
科长、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法律与合规部饶洁副总经
理、 渠道管理部李伟副总经
理、星沙支行张智行长、陈英
勇副行长参加了此次活动。

长沙中心支行罗世乐处

长和中行一行人一到企业，
就马不停蹄走访企业车间，
深入了解企业的生产经营情
况及金融服务需求， 并向车
间一线工人普及金融知识。

同时， 中行星沙支行在
众泰新能源厂区内搭建宣传
展台， 并在大厅LED屏幕滚
动播出“金融知识普及月”宣
传海报。本次活动向200多名
员工宣讲征信常识、 人民币
知识、 网络金融安全常识以
及银行卡账户安全使用知
识， 帮助企业员工提升金融
知识， 引导其合理选择金融
产品和服务， 抑制盲目投资
冲动，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不
受侵害，防范金融风险。随后
进行的有奖问答环节， 现场

人员更加积极主动、 聚精会
神，将整场活动推向高潮。

中国银行星沙支行表
示，本次活动是根据人行“金
融知识普及月” 系列宣传的
统一部署开展， 帮助消费者
防范金融诈骗风险， 维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是国家和金
融监管机构重点关注的问
题， 也是银行业应尽的社会
责任。

据悉， 通过本次活动的
开展， 有效提升了企业职工
的金融知识水平， 密切了银
企合作关系， 展现了中国银
行支持社会公益、 担当社会
责任的良好形象， 获得了企
业高度认可。

■吴先进 经济信息

恒丰银行：为湖南金融注入新活力

人行长沙中心支行联合湖南中行送金融知识进企业

华夏理财收益攀升30天A站上“5字头”
随着收益率的走高， 短期理财

基金近期再度受宠。WIND数据显
示，截至9月11日，包括短期理财基
金、 货币基金在内的现金管理类产
品自7月以来7日年化收益率均值达
3.93%，仍维持着年初以来的高位，
且远高于去年同期2.51%的收益水
平。理财专家表示，短期理财基金兼
顾收益性与流动性， 是较好的闲钱

理财工具。 在众多产品中， 华夏理财
30天表现抢眼，上述同源数据显示，9
月11日华夏理财30天A七日年化收益
率达 5.634% ， 今年以来收益率为
2.86% ， 近一年收益率为 3.74% 。
WIND数据显示，截至9月11日，华夏
理财30天A自2012年10月成立以来
实现总回报21.72%， 年化收益率达
4.10%。 ■黄文成

基金资讯

专注于基本面投资的景顺长城
基金在今年的市场行情中业绩大放异
彩，截止9月20日，旗下超过10只主动
权益类基金今年以来涨幅超过20%。
同时， 该公司旗下的偏债类产品也呈
现出整体业绩出色的局面。 在景顺长

城基金看来，最近一年来的行情态势，本
质是A股投资逻辑发生了重大变化。随
着监管趋严， 再融资及减持新规陆续出
台，价值投资逻辑回归为市场主流，业绩
回报成为价值创造和投资收益的源泉，
基本面选股成为制胜王道。 ■黄文成

景顺长城旗下基金整体业绩迎来秋收行情

在震荡市中， 从风险收益兼顾
的角度考虑， 偏债混合型基金由于
债券投资为主风险较低, 又能适时
调整仓位兼顾股市机会而成为优
选。 景顺长城基金正在发行一只新
的偏债混基———景顺长城景瑞睿利
回报定期开放型基金， 该基金固定
收益投资不低于70%， 股票投资不

超过30%。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
9月12日，今年以来该基金A/C份额净
值增长率分别为9.17%和8.72%，同时
位居同类292只偏债混合型基金前十
名。值得一提的是，景顺长城顺益回报
基金基金经理成念良先生， 同时也将
担任新基金的基金经理。

■黄文成

景顺长城景瑞睿利回报基金捕捉股债机会

Wind数据显示， 截至9月11
日 ， 恒 生 指 数 年 内 涨 幅 达 到
27.07%，指数估值约12.7倍，如果从
2016年2月份低点算起到目前累计
涨幅已超50%， 在全球主要股票市
场指数中涨幅居前。 记者近期采访
了鹏华基金研究部副总经理、 鹏华

沪深港互联网基金经理聂毅翔。 聂毅
翔表示， 港股的结构化牛市行情还将
继续，从估值水平角度分析，A股和港
股市场仍然是全球范围内的主要估值
洼地， 港股估值水平处于长期历史平
均水平。

■黄文成

“港股定价权向更理解中国经济的投资者转移”

自2016年“熔断”以来，A股市场
维持震荡格局，期间上证综指下跌超
9%。在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基金定投
在分散风险和积累财富上更具优势。
以建行手机银行APP推出的"定投盈
"为例，直接投资建信中证500指数增
强基金， 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平

滑投资成本。WIND数据显示， 截至
2017年8月11日， 建信中证500指数
增强基金自2014年1月成立以来总
回报131.63%， 年化收益近27%。业
内专家表示，基金定投是一种非常适
合普通投资者的理财方式。

■黄文成

建行手机银行推出“定投盈”布局建信中证

“同一个恒丰， 同一个
家”，无论是装修一新的员工
食堂， 还是丰富多彩的工会
活动， 对于恒丰银行长沙分
行员工来说， 这里是工作奋
进的职场，更是凝心聚力、团
结温馨的家园。

除了给员工创造如家般
温馨的职场环境， 恒丰银行
长沙分行还十分重视履行社
会责任，积极回馈社会，努力
做一家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
银行。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党委

委员、工会主席王赛介绍，自
8月11日开始，湖南北部大部
分地区再次遭受暴雨袭击。
在得知暴雨造成灾区群众面
临饮用水等生活物资告急的
困难后，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
及时与湖南省慈善总会取得
联系， 紧急订购3000箱共计
7.2万瓶矿泉水驰援灾区。此
前，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积极
参与长沙团市委组织开展的
“守护长沙 抗洪救灾” 青年
志愿者行动， 为灾区送去了
爱心。 作为进驻湖南不久的

金融机构， 恒丰银行长沙分
行心系灾区， 受到了湖南省
慈善总会、 长沙团市委等单
位的高度肯定。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再
启程，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将
继续深入贯彻总行党委、董
事会提出的“1112·5556”工
程和“12345”行动纲领，紧密
关注地方重大项目和实体经
济发展需求，以做“金融综合
解决方案的提供商”为目标，
推动各项业务快速稳健发
展，铸就下一个辉煌。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位于
雨花区韶山北路391号汇财
中心， 处于长沙知名商圈东
塘核心区，交通便利，周边机
关事业单位及商业、 金融机
构林立， 是各大商贾办公投
资的黄金地段。

9月18日，记者在恒丰银
行长沙分行营业厅看到，前
来办理业务的客户络绎不

绝。 在客户填写材料的过程
中，工作人员细心讲解，场面
温馨惬意。不仅如此，该行员
工还主动走进社区、校园、商
场圈和车站等人流密集点密
集场所， 面向社会公众开展
“反假币、 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主题宣传活动， 普及金融
知识。服务更贴心、环境更温
馨的新面孔， 给长沙市民带

来了新体验。
由恒丰银行带来的金融

“新体验” 还将持续增强。根
据恒丰银行总行2017年度
机构发展规划， 以及长沙分
行自身发展的需要， 计划在
长沙城区新开 2家同城支
行、 在株洲市新开1家异地
支行，预计在2018年上半年
开业。

以人为本筑梦家园，反哺社会不忘初心

恒丰银行是12家全国性
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作为一
家肇始于孔孟之乡山东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秉承
“恒必成 德致丰”的核心价值
观，致力于做知识和科技的传
播者、 渠道和平台的建设者、
金融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力求打造一流商业银行，为客
户提供效率最高、体验最好的
综合金融服务。

恒丰银行落子长沙，为
湖湘大地金融行业注入了全

新的活力。半载耕耘，梦想绽
放。开业以来，恒丰银行长沙
分行以服务地方实体经济、
服务中小企业、 服务社会公
众为己任， 为客户提供全方
位的综合金融解决方案。截
至2017年8月末，恒丰银行长
沙分行各项存款余额89亿
元，累计信贷投放92亿元，各
项贷款余额83亿元。

恒丰银行长沙分行行长
刘军表示，该行在积极对接湖
南本土企业，自觉融入到湖南

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上，充分发
挥湖南在中部地区的经济金
融优势， 落实总行企业金融、
金融市场、零售金融和移动金
融的“四轮驱动”方针、以及投
行和资管“两翼齐飞”的发展
策略战略，积极融入湖南构筑
“三大平台、四大板块”的发展
格局建设，大力支持湖南供给
侧改革，大力支持湖南经济和
民生发展，为实现湖南“五个
强省”宏伟目标、建设富饶美
丽幸福新湖南做出积极贡献。

“四轮驱动”助推湖南经济社会发展A

C

金融“新面孔”带来服务“新体验”B 图为恒丰银行长沙分行位于韶山北路391号汇财中心办公大楼外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