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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2月20日讯 12月
19日，位于湘江新区、梅溪湖商
圈的弘坤·花样汇发布招商情
况，如凯悦酒店、人人乐精品超
市、麦当劳、肯德基等一批优质
商户随之入驻。据了解，这将是
湖南湘江新区首个以“精致邻
里中心” 为定位打造的购物中
心， 预计于2018年下半年与长
沙消费者见面， 进而成为推动
长沙社区商业发展的重要力
量。 湖南湘江新区经济发展局
副局长李征表示， 希望该项目
能够成为改变社区生活、 影响
城市社区商业的长沙新地标。

社区商业再升级
注重互动和文娱消费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邻里中心” 是社区商业的延
伸，除酒店、公寓外，还将配套
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超
市、影院、餐饮、亲子等商业形
态。 与大部分购物中心不同，该
项目将着重于互动和日常消费，
如书吧、健身房、共享空间、代客
租赁、文化展示空间等项目也在
引进计划之中。如此次发布的花
样汇项目，便着重于倡导缤纷多
样的邻里生活、与亲朋好友共享
美好时刻的消费理念。

近年来， 随着长沙房地产
业的发展，社区商业逐渐兴起，
因其紧邻居民住宅区、 消费频

次、复购率更高的特点，吸引了
不少商业资本加码布局。 去年
底， 由湖南家润多打造的邻里
中心项目乐尚城便落户雨花
区， 选址圭塘路与井塘路交会
处。 据湖南家润多相关负责人
介绍， 选址此处主要看中沿线
有近20万家庭，人口集中，消费
需求旺盛， 而该项目在设计规
划上则着重强调接地气， 增强
消费体验。

需求带动市场
商家着手布局

在聚集了龙湾一号、 万科
城、 英祥春天等多个大型楼盘
的福元西路上，引入了肯德基、
弘道书店等商户的社区商业项
目万科城广场已营业1年有余，
紧邻的龙湾商业广场也已进入
了最后的装修阶段， 配套除了
电影院、 银行等居民日常生活
必备业态外， 还引入了经营面
积超过1万平方米的大型超市
沃尔玛。

“吃过饭，散散步，顺便逛
逛，还是挺不错的。”家住万科
城一期的邓阿姨告诉三湘都市
报记者，只要天气好，她经常带
着小孙女到万科城广场内的家
联超市闲逛， 而位于该项目二
楼的儿童游乐中心则是这个不
到3岁小姑娘的“心头好”。

■记者 朱蓉

12月18日， 交通银行携手
万科、 绿地等26家房地产企业
和广州市住房租赁协会等5个
住房租赁平台在广州举办“住
房租赁高峰论坛”。会上，交行
广东省分行与多家房企及住房
租赁平台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给予包括万科、 保利等企业超
过1500亿元意向性授信额度，
专项用于金融支持住房租赁业
务发展。

本次活动的举办， 是交行
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加快建
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要求，践行
国有金融机构培育和发展住房
租赁市场责任义务的最新举
措， 亦是交行全面进军住房租
赁市场的重要标志， 再掀住房
租赁银政企合作新高潮。

据了解，此前，交行以广
东为试点，为佛山市建鑫住房

租赁有限公司提供20年期融
资支持，实现广东地区银行业
第一笔住房租赁支持融资落
地， 为破解住房租赁融资瓶
颈、探索共赢市场格局给出了
交行方案。

交行广东省分行周宝志行
长表示，在住房租赁领域，交行
已推出从融资支持、平台建设、
个人住房租赁、咨询服务等“全
链条覆盖、全产品配套、整合平
台支撑”的金融服务，并通过建
立“团队制+项目制”的方式逐
一满足政府和企业的特色需
求，扎实推动项目落地、着力培
育住房市场。

交行将以本次签约为起
点， 持续提升住房租赁市场综
合化、精细化金融服务水平，以
更优质的服务回馈客户、 回报
社会。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经济信息

12月14日， 中国保险行业
协会正式发布2016年度保险公
司经营评价结果， 太平人寿获
得最高级别A级评价。 在中国
保险行业协会2016年度保险公
司经营评价中， 共有67家人身
险公司被纳入本次评价体系，
最终仅有8家获得A级。

本次获评A级， 是太平人
寿在速度规模、效益质量、社会

贡献等三方面继续保持稳健经
营、 得到行业高度认可的直观
体现。据悉，太平人寿2017年1
月至11月累计原保险保费收入
约为1088.13亿元，较2016年同
期增长24.62%， 意味着太平人
寿的业务发展速度与规模、业
务价值与品质， 以及社会价值
贡献等多方面继续保持高昂的
增长势头。 ■周航 经济信息

湘江新区首个“邻里中心”明年亮相
作为社区商业的延伸：能购物能看电影，还有书吧健身房等商业形态

交通银行全面进入住房租赁市场

太平人寿再获中国保险行业协会“A”级评价

这是联通深圳、珠海、澳门、香港，以及可以停泊邮轮的深圳太子湾邮轮母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腹地的广东，
近年来不断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提升综合运输服务水平，粤港澳大湾区对外交通运输网络逐步形成。目
前，粤港澳大湾区海陆空对外通道已基本成网，客运、货运总量占全国比重均超过35%。 新华社 图

粤港澳大湾区客运总量占全国三成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基金25日发行
2017年A股“以龙为

首”， 各行业龙头股表现抢
眼。 而展望即将到来的2018
年， 多家券商表示继续看好
龙头行情， 随着A股总体稳
中向好，价值投资逐渐回归，
建议配置上首选龙头股。据了
解， 建信龙头企业股票基金

12月25日正式发行， 该基金
聚焦沪港深市场中具有成长
性和价值性的龙头企业上市
公司，为投资者分享中国经济
和所处行业的成长硕果。投资
者可通过建设银行、农业银行
等代销机构以及建信基金各
直销渠道进行认购。

博时创新驱动
灵活配置型基金获批待发

近年来， 新兴成长股估值消化
与盈利增长正逐渐走向平衡， 预计
2018年新兴成长板块或许会迎来
修复机会，在此背景下，博时创新驱
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获批待发，
投资者或可关注。据了解，博时创业
成长基金经理韩茂华具有丰富而扎
实的专业研究背景， 投资风格比较
稳定，擅长新兴成长投资风格，且追
求整体均衡。 从其管理基金的过往
业绩来看， 韩茂华有独特的选股逻
辑，关注绝对收益，避免在单一领域
下注过重坚持价值投资， 看重长期
趋势并擅长对趋势的把握。wind数
据显示， 其管理的博时创业成长A
任职以来年化收益近20%， 获得了
广泛的认可。

工银瑞信
前瞻布局养老投资

随着《养老目标证券投资基
金指引（试行）》的发布，普通投资
者养老理财将迎来新利器。 目前
多家基金公司已着手布局养老基
金， 瞄准万亿养老金市场。 实际
上，早在2011年，工银瑞信基金公
司就推出国内首只采用生命周期
策略的债券基金———工银添颐 。
2013年工银瑞信又推出以三年为
一个运作周期的养老型产品—工
银添福债券基金。 从业绩表现来
看，这两只基金相当突出，成立以
来的年化回报均超过了12%。据
了解， 工银瑞信是市场上极少数
养老金投资管理全牌照机构之
一，公司同时拥有基本养老、社保
基金境内外、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
金投资管理人资格。

■黄文成

建信基金：看好创新和消费两大主线
WIND数据显示， 截至

12月12日， 建信基金旗下13
只权益类基金年内业绩突破
20%，建信核心精选、建信恒
稳价值两只基金年内收益率
超过25%。 建信基金权益投
资部总经理姚锦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

团队坚持价值投资理念，在
投研平台的基础上， 充分发
挥基金经理的个性与特长，致
力于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稳健
的回报。 聚焦行业投资方面，
建信基金权益投资部副总经
理许杰依然看好创新和消费
两大主线中长期的机会。

年末资金面或“惯性”紧张
抢先布局货币基金

又到年末，货币基金的收
益率已经“异动”。以融通基金
旗 下 的 融 通 现 金 宝 B
（004398）为例，截至12月13
日 ，7 日 年 化 收 益 率 为
4.811%， 明显高于年内均值。
国金证券认为，月末、年末是资
金面惯性紧张时点，预计12月

中下旬市场资金面转入中性
偏紧的格局。融通现金宝货币
基金的基金经理王超认为：“一
旦市场资金面偏紧，那么主要
配置银行存款、债券回购、同业
存单等的货币基金收益率自
然水涨船高，有闲置资金的投
资者不妨提前布局货币基金。”

随着嘉实基金2017“回
嘉” 跨年系列主题活动的持
续推进，“回嘉聊天室” 已成
功进行三期。 活动中嘉实基
金固定收益部全回报策略组
组长、 嘉实稳固收益基金经
理胡永青对债券市场趋势进
行了分析和解读。年初至今，

债市收益率整体震荡上行，
并达到三年来的新高。 胡永
青指出， 当前债券市场的正
面提振因素逐渐积聚， 配置
价值正逐渐显现。Wind数据
显示，今年截至12月11日，胡
永青管理的嘉实稳固收益净
值增长率达8.06%。

嘉实基金胡永青：债市配置价值渐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