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7日，广发银行与国寿安保
基金共同主办的“广发银行-国寿安
保基金2017年智能财资优质客户交
流研讨会”在云南大理举行。来自12
个省市三十余家企业客户代表参加
了本次研讨会， 围绕广发银行捷算
通卡智能财资管理业务、 银企银保
协同业务进行了深入研讨。

广发银行郑廉明副行长在本
次会议中表示，银保协同是广发银
行与中国人寿在新时代的鲜明特
色和重点工作。今年7月，广发银行
与国寿财险、国寿安保基金携手推
出“国寿-广发捷算通联名卡”，为
广大企业客户提供集结算、 理财、
融资、增值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电子化综合金融服务，受到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反响。

广发银行自2014年推出股份
制同业首张单位结算卡———捷算通
卡以来， 始终致力于打造企业客户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 创新推出核心
企业供应链、政银合作、投贷联动等
业务模式， 有力解决各类型企业融
资难题。截至2017年11月末，捷算
通卡累计开卡量达13.2万张， 当年
累计交易笔数达244.3万笔。

此次研讨会上， 广发银行透露
了“捷算通卡”的部分新功能：开发
虚拟卡片， 为企业主提供网银申请
不须临柜、不须保管实体卡、免工本
费年费和微信在线预开户、 上门开
户开卡的便利服务； 支持二维码收
款，主流支付渠道一码搞定，除线下
收款外，满足商户网站商城、微信公
众号、APP等线上收款需求，支持借
记卡、信用卡扫码支付；与银联合作
推出业内首款单位结算卡对公移动
支付APP， 捷算通卡绑卡后可经由
用户内部授权后生成电子支付凭
证， 通过二维码扫码即可利用电子
支付凭证进行支付。

未来， 广发银行还将针对融资
金额低于50万元的捷算通卡， 研发
预授权支付功能， 参照信用卡消费
模式间接实现企业版信用卡， 通过
一张卡实现双账户管理、分别记账。

■肖华 经济信息

12月14日，由《国际金融
报》主办的2017年度保险保障
先锋评选结果揭晓，太平人寿
获颁年度卓越客户服务、年度
保障先锋大奖，太平福禄康逸
终身重大疾病保险获评年度
健康保障产品大奖。 此次获
奖，是对太平人寿一直以来恪
守“保险姓保”治业宗旨的一
次充分肯定。

据悉，2017年1-10月，太
平人寿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
入约1036.81亿元， 按2016年
同期增长25.83%，新业务价值
稳健增长。公司服务客户总量
超过4100万人次，累计向客户
支付理赔款和生存金总额超
过650亿元， 充分发挥了商业
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支柱的
职能。 ■周航 经济信息

智慧零售进入3D打印时代
苏宁称3年将开店逾2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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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苏宁发布智慧
零售大开发战略。 活动现场，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新华
联董事局主席傅军等来自国
内地产圈的300余名行业大咖
齐聚南京，力挺苏宁控股集团
董事长张近东的大开发战略。

对于纯电商与实体零售在
经营中面临的天花板， 张近东
开出了智慧零售的良方， 定下
未来三年2万多家门店和2000
多万平方米的商业实体目标。
数据显示，近两年，苏宁每年新
开店的数量都在千家以上。苏
宁在“+互联网”的过程中，第一
步做的是“+品类”，从原有的家
电3C扩张到了母婴、 超市、百
货、家居、生鲜、汽车等全品类，
商品SKU也扩张到了4000多
万款。 苏宁线上供应链、 物流
云，再结合线下的不同场景，就

能像3D打印机一样，打印出红
孩子母婴馆、苏鲜生超市、汽车
超市等品类专业店， 也可以结
合城市核心商圈， 开设购物广
场，或在社区开设苏宁小店。

张近东此次邀请300家地
产大佬，将合作范围上升到生
态战略，合作模式也是不拘一
格。他还表示，6亿用户以及苏
宁的数据云、金融云和物流云
都可以向合作伙伴开放服务。
而在湖南，苏宁将在2018年联
合本地地产界建立“万店互
联，生态共享”圈，大力推进多
业态的落地。据了解，未来一
年， 苏宁将稳步推进平台店、
易购直营店的布局，规划开发
4家生活广场、45家苏宁小店、
82家苏宁零售云店、4家苏宁
影院及4家苏宁红孩子母婴
店。 ■记者 朱蓉

12月19日，广汽三菱首款
插电式混合动力SUV祺智在
长沙经济开发区正式下线及
上市发布。这也是行业内首款
合资插电SUV。至此，长沙汽
车制造业的升级进程进一步
加速提质。在整个汽车行业越
来越朝着新能源、智能化趋势
发展的大背景下，长沙的汽车
产业亮点频频。

首款合资插电SUV
长沙上市

12月19日，广汽三菱首款
插电式混合动力SUV祺智下
线暨上市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售20.98-21.98万元，享受国家
及地方补贴后最高可优惠至
17.38万元（注：补贴以2017年
深圳为例）。作为行业内首款合
资插电SUV，祺智新能源车的
下线成就了广汽三菱“三项第
一”，即第一家“双品牌战略”
正式落地的合资车企，第一家
同时导入两家母公司产品的
合资车企；第一家品牌车型同
渠道销售的合资车企。”这不仅
对广汽三菱来说意义非凡，更
为长沙优化汽车产业结构、抢
占汽车产业高端、打造优势产
业集群注入了强大动力。

作为广汽三菱首款新能源
战略车型， 祺智兼顾长短途用
车需求， 为车主带来新能源车
特有的超低油耗体验， 而在动
力、科技、安全、空间等方面更可
谓做到行业领先。 新车在上市
当天就完成100台的交车成绩，
足见其未来的市场发展潜力。

智能、新能源车成亮点

长沙市比亚迪汽车有限
公司党委书记周晓州此前受
访时表示，未来长沙比亚迪的
新能源乘用车将占到整个产
量的60%以上。 据了解，12月
以来， 长沙比亚迪年底前有
300多台需要交付； 新能源乘
用车基地，从9月“宋MAX”上
市以来便开始超负荷运转，定
下了月产2万辆的目标； 电动
卡车及专用车基地即将量产，
将成为比亚迪集团电动卡车
及专用车全国制造中心及零
部件配套中心。

除了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亮点突出外，长沙汽车产业还
在智能方面着手发力。12月6
日，京东无人车智能产业基地
项目落户长沙经开区，5年内
计划总投资100亿元， 研发及
生产智能机器人、智能装备和
智能运载工具。而在长沙经开
区的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更是
聚集了全省首家德国工业4.0
标杆企业———博世长沙。该企
业基于博世工业4.0自动化平
台Opcon+建造的全新ABS9
工业4.0示范生产线， 较传统
生产线生产效率提高30%。

“园区布局早已向更高
端、智能、环保、信息化的汽车
产业体系转变。”长沙经开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园区
将继续加大企业自主创新能
力培育，把园区打造成为集零
部件、 整车、 后市场为一体的
“中国汽车产业集群新板块”。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首款合资插电SUV在长沙下线 上市当天就完成100台的交车成绩

星城汽车工业“亮”出新能源、智能牌

广发银行捷算通卡
智能财资业务探索新模式

太平人寿获卓越客户服务等多项大奖

汽车资讯

日前，华夏出行携“摩范”
亮相长沙，“摩范” 出行将正
式进驻长沙。据悉，华夏出行
是北汽集团全面完成向制造
服务型和创新型企业转型升
级的战略成果。“摩范” 出行
以北汽新能源汽车为基础，
整合用户碎片化的用车需

求， 提供新能源汽车的即取
即用、分时租赁服务。用户只
需通过“摩范”APP即可按个
人用车需求预定车辆 。“摩
范” 出行将致力于给用户打
造绿色、经济、智慧、便捷、时
尚的出行方式， 相较于出租
车有着更为优惠的价格。

为出行立“摩范” 华夏出行亮相长沙

日前，猎豹汽车以“双驱
联发” 为主题， 携包括猎豹
CS9�1.5T、 猎豹CS9�EV两款
新车在内的强大阵容亮相上
市。两款新车凭借充沛动力与
智能配备，将满足年轻消费者
多样化的用车需求。作为猎豹

CS9家族新成员，这两款新车
延续了猎豹CS9面向移动互
联时代“i-SUV”的产品定位，
搭载了猎豹最新的人机交互
系统，并配备了丰富的信息娱
乐系统，更增强其品牌整体竞
争力。

猎豹汽车携多款明星产品亮相长沙

日前，吉利汽车宣布全新
远景和远景S1在华中区域上
市。 其中全新远景共推出1.5L�
5MT和1.5L�AT共4款车型，官
方指导价为5.39~7.29万元；远
景S1推出1.4T和1.5L两种排量
共6款车型， 官方指导价为
6.99~10.29万元。 两款新车所

展现的高品质和高标准，也意
味着“远景家族” 进入全新时
代。全新远景配备智能语音控
制系统，用户可语音控制导航、
空调等多项功能。远景S1超越
同级别的丰富配置同样让人
眼前一亮，为用户出行带来更
多便捷性和娱乐性。 ■胡锐

吉利全新远景、远景S1华中区域上市

今年的湖南车展上，越来越多的长沙生产车型参展。 记者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