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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讯

12月21日， 爱尔眼科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延期的议案》等三个议案，且均
获高票通过。据早前公告显示，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拟募集
17.2亿元用于爱尔总部大厦等
项目， 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目
前已获证监会核准。目前，认购
对象报价工作已经完成， 公司
与相关中介机构将加快落实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缴款、验
资、新增股份登记等后续工作。

公司三季报显示， 代表着
北上资金的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已成为该公司第三大流通
股股东，以及第五大股东，其持

股高达3326.47万股，占总股本
2.19%，增持比例高达52.62%。
此外， 在公司前十大流通股东
中就有5家基金，其中还包括社
保和证金公司。

在资金的推动下， 爱尔眼
科股价不断攀升。 自8月底至
今，累计涨幅已接近40%，并创
下该股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
12月21日当天， 该股大涨接近
4%，股价报收30.64元。中泰证
券指出，诸多有利因素驱动下，
公司未来3-5年有望保持30%
以上的复合增长，2020年有望
实现超过110亿收入和18亿利
润。

■记者 黄文成

本报12月21日讯 今天，
记者从湖南华天大酒店了解
到，为期1个月的“新长沙·新万
象” 湖南首届老挝美食文化节
将于12月23日在该酒店开幕，
包括冬阴功汤、肉饼沙拉、烤春
鸡 、传统烩牛肉、竹篮糯米饭
等老挝特色美食将一起亮相，
供长沙市民尝鲜。 前往老挝万
象进行了为期1个月学习的大
厨任栋介绍， 为确保菜品的原
汁原味， 从万象空运了多种香
料至长，“美食节期间， 前往华

天大酒店进行自助餐消费的顾
客均可品尝到。”

值得一提的是， 选址华天
大酒店的老挝驻湘总领事馆将
于近日正式开馆， 这也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外国政府在湖南设
立的第一家领事机构， 领区包
括湖南、湖北、河南和贵州等省
份。 这将进一步推动湖南省与
老挝在投资、贸易、文化、教育、
旅游等各方面合作， 辐射并促
进中部省份与老挝的交流合
作。 ■记者 朱蓉

本报12月21日讯 “激战73
轮，溢价率76%，成交！”今日，长沙
四宗地集体“出嫁”，其中三宗工业
用地均以底价成交，另一宗限价地
则备受关注。最终，雨花区[2017]
长土网052号地块被湖南中高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36124万元
夺得，折合楼面价2814元/㎡。

定向销售且限定售价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显示，位于雨花区武广片
区黎托街道合川社区的052号地
块， 出让面积为36681.41平方
米，被规划为纯住宅用地。起拍

价为20544万元。 周边楼盘有万
科魅力之城、阳光城·尚东湾、恒
大国际广场， 又毗邻浏阳河，地
理位置较好。

不过，该地出让条件较为严
苛。因为该宗地所有住宅面积均
为限价商品房， 必须定向销售，
销售对象限定为：湖南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教职工，住宅销售均价
应不超过4500元/平方米。

拿地成本和售价只差千元

同时，竞拍者摘得之后必须
符合黎托片节约集约用地规划
要求；按《长沙市城市中小学幼

儿园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及相关
政策配建教育配套设施；配套商
业应相对集中独立设置，临路如
设置商业业态须按规定加退并
设骑楼。

最后， 在3家房企经过73轮
竞拍后，被湖南中高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收入囊中，楼面价2814
元/㎡，销售均价不超过4500元/
㎡。业内人士指出，拿地成本和售
价差价仅一千多， 可能会摊薄房
企的开发利润， 在后期如何把控
成本将会是一大问题， 因为土地
供不应求，而这也是开发商在“面
粉”紧缺的情况下的无奈之选。

■记者 卜岚

“从β端的角度考虑，我们
对A股明年的行情比较看好，
在不同类型资产中， 相对比较
看好成长类资产。”日前，在嘉
实基金2017“回嘉”跨年系列主
题活动的主打环节———“回嘉
聊天室”第二期活动中，嘉实前
沿科技沪港深和嘉实全球互联

网基金经理张丹华对2018年A
股、 港股和美股的市场趋势进
行了多维度的分析和解读。张
丹华指出，在金融类、消费类、
周期类和偏成长类型四种不同
的资产类别里， 非常看好成长
类型在未来一年、三年，乃至更
长时间的表现。 ■黄文成

11月16日， 2018年中国光
大银行戊戌狗年定制版生肖金
《福旺双全》 正式在光大银行
“购精彩”系列电商平台及全国
网点全面上线销售。

中国光大银行生肖品牌文
化金系列之二《福旺双全》秉承
去年该行生肖首金《大吉酉金》
的发行理念， 产品从设计到制
作充分满足了广大收藏爱好者
与消费者品鉴文化金的需求，
为确保光大官方正品，《福旺双
全》 生肖金还采用了超精密线
纹的防伪新标准。

据悉， 作为一家全国性股
份制商业银行， 光大银行旗下
的“购精彩”系列电商平台，以
“金融+生活”为发展理念，旨在
打造国内最具特色的文化金销
售平台，一直坚持“真品、精品、
名品”定位，单品在线最高销量
达7万套，深受收藏爱好者与消
费者欢迎。

《福旺双全》2018戊戌狗年
生肖金， 客户可通过光大银行
门户网站、 手机银行、 微信银
行、各大网点、ATM自助银行、
95595远程银行6大渠道进入
“光大购精彩商城” 及各省级
“购精彩商城”进行购买，还可
通过官方微信渠道进入“精品
微商城”中购买。

■杨大春
经济信息

12月7日，由北京大学和智
联招聘等单位主办的“2017中
国年度最佳雇主” 评选结果揭
晓，广发银行再次当选“中国年
度最佳雇主”，并再次挺进全国
30强。这是广发银行继2011年
以来，第七次斩获该殊荣；同时
广发银行又荣膺“2017中国年
度最佳雇主最具社会责任雇
主”奖项。

参与本届中国年度最佳雇
主评选活动的企业达 17554
家。组委会运用包含6大项一级
指标和18小项二级指标的综合
评价体系，围绕雇主形象、组织
管理、薪酬福利、雇主文化、工
作环境、培训发展等六个维度，

经过企业内部员工问卷调查、
社会公众调查、 企业人力资源
管理问卷分析、 专家评审的综
合评议， 评选出中国年度最佳
雇主30强， 具有较强的权威性
和社会影响力。

据悉，近年来，广发银行秉
持人才强行战略， 持续推进市
场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建
设，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广
发银行连续七年从诸多企业中
脱颖而出，蝉联“中国年度最佳
雇主”称号，体现了社会各界对
广发银行企业形象和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的高度认可和赞誉。

■肖华
经济信息

昨日长沙四宗地成交，其中一宗限价住宅用地经历73轮竞拍，溢价76%成交

限售价4500元/㎡！雨花一宅地“出嫁”

长沙市民家门口可尝老挝美食

爱尔眼科引进战略投资者
北上资金成为第三大流通股股东
近四个月股价涨幅接近40%

明年A股可期，华夏基金“多点开花”
临近年末， 多家券商相继

发布2018年投资策略报告，总
体来看，机构纷纷看好明年A股
行情，认为权益类资产配置价值
突显。作为“老十家”基金公司，
华夏基金拥有成熟的投研体系，
投资管理实力突出，旗下权益类
基金今年更是取得了亮眼的成
绩。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

19日， 华夏基金旗下共有26只
权益类产品（A、C类和不同币
种份额分开统计） 今年以来的
收益率超过20%， 其中更有11
只年内收益率超30%。2012年
至2015年， 华夏基金旗下基金
连续四年盈利总额位居行业榜
首， 是中国公募基金行业中唯
一连续四年折桂的“赚钱王”。

七日年化收益破5%
华夏理财30天可配置

年末“闲钱”如何打理？兼
顾收益性和流动性的短期理财
基金是较好的选择。 华夏理财
30天主要投资于银行定期存
款、大额存单、短期融资券等利
率市场化程度较高、 流动性好
的货币市场工具，具有风险低、
净值波动小的特点， 且不收取
申购和赎回费用， 基金管理费

相较于债券基金等固定收益类
产品相对低廉， 能有效降低持
有人的投资成本。 华夏基金直
销渠道10元起投， 银行等代销
渠道1000元起投， 投资门槛较
低，适合各类投资者进行配置。
投资者每天均可购买华夏理财
30天， 在30天的封闭运作周期
结束后可申请赎回，落袋为安。

景顺长城量化平衡基金发行
年末市场震荡， 各家机构

发布的2018年策略看好的行业
向优质成长股扩散。 景顺长城
量化及ETF投资总监黎海威表
示， 少数价值股快速上涨的行
情难以长期持续， 随着后市热
点有望扩散， 二线优质成长股
和蓝筹股， 在估值处于合理水

平时，也会吸引资金买入。针对
明年价值+成长的双线布局机
会，景顺长城日前发行景顺长城
量化平衡灵活配置型基金，该基
金基于成熟的量化投资模型精
选股票， 充分挖掘中证800指数
的投资价值，并严控回撤，力争
实现均衡稳定的业绩表现。

嘉实基金张丹华：看好成长类资产

光大银行2018年
定制版生肖金热销

广发银行荣膺
2017年“中国年度最佳雇主”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