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5月1日起， 太平人寿客户理赔
无需“跑腿”，足不出户即可享受“秒
赔”服务。“秒赔”是一项可在线上完
成理赔申请、影像资料收集，并在银
联校验、OCR（字符识别）、电子签
名等手段的辅助下， 为客户提供移
动理赔的新服务。作为太平人寿“去
柜面化” 服务的重要举措之一，“秒
赔” 系统支持全业务类型的理赔申
请。 ■周航 经济信息

本报5月7日讯 今天，
“相约矿晶之都”中外媒体郴
州采访采风活动在郴州启
动。 三湘都市报记者从会上
获悉，第六届中国（湖南）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会将于5月
18日至22日在郴州举办，目
前所有展位已预订完毕，吸
引了1000余家企业参展，其
中有350多家是国际展商。届
时， 全球保存最完整的恐龙
木乃伊化石将亮相矿博会。

本届矿博会的主题是
“神奇矿晶、石韵福城———珍
稀的车轮矿”。 本届矿博会
上， 发掘自宜章瑶岗仙的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车轮矿单晶
体将展出。每届矿博会，都会
有一个“镇会之宝”。郴州国
际矿物宝石博览有限公司总
经理、 著名矿晶收藏家郑建
蓉透露，今年的“镇会之宝”，
是发掘自美国、 现收藏于台
湾的恐龙木乃伊化石， 堪称
“无价之宝”。 相对于恐龙化
石， 恐龙木乃伊最难能可贵

之处，在于它“保存”着恐龙
的皮肤, 还能看到皮肤之下
的肌肉, 是极其难得的自然
奇迹。

目前， 已经有1000余家
企业确定参展第六届矿博
会， 所有展位已全部预定完
毕。郴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
志仁介绍，本届矿博会，国内
的参展企业有650多家，来自
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
际展商有350多家。

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
石博览会是由湖南省人民政
府主办， 郴州市人民政府、湖
南省国土资源厅共同承办的
亚洲最大、世界前三的矿物宝
石专业展会， 已成功举办五
届。自第四届起，矿博会永久
性落户郴州。 郴州市委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易鹏飞认
为，三年来，矿博会在郴州扩
大对外开放、 促进产业转型、
推动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记者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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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7日讯 记者今
日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湖南省新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保护工作情况介绍”发
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以来，我
省新增包括雪峰山鱼腥草等
5个地理标志产品。 同时，我
省还新增5家地理标志产品
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此次湖南新增的5个国
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分别为
雪峰山鱼腥草、龙山百合、德
山大曲、 会同魔芋和新晃侗
藏红米。 据省质监局总工程
师李丁介绍，此次新获批的5
个产品中，有4个分布在贫困
县市， 既是我省地方特色产
品的代表， 也对促进地方经
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新晃食品药品工商质量
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会介
绍，“新晃红米” 因产于新晃
而得名，是新晃梯田灌溉、水
旱轮作、 鱼稻共生等传统种

植方式的产物， 目前种植面
积达3000亩， 年产量500余
吨。

李丁表示，2018年，湖南
将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作为
富民惠农、 扶贫攻坚的重大
工程， 走出一条以特色创地
标、以地标提质量、以质量兴
产业、 以产业促脱贫的精准
扶贫新路子。

记者了解到， 我省将在
全省开展地标资源普查工
作，对产品资源状况、数量类
型、 品质特征等情况进行全
面摸查， 把具有原产地特征
的“名、特、优、稀”农副产品
列入地标产品培育梯队，建
立我省地标产品优势资源
库。此外，还将尝试将地标保
护与优势农产品集群发展、
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结合
起来， 创新地标保护和产业
发展的新模式。

■记者 朱蓉

我省新增5个地理标志产品
为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国

证监会启动了以“明规则、识风险，
理性投资戊戌年” 为主题的专项宣
传活动。落实投资者保护工作，需要
投资者自身主动增强自我保护能
力，工银瑞信建议广大投资者，不断
提高自身的理性投资观念和风险防
范意识， 通过熟悉证券市场中的业
务规则与产品类型， 根据市场信息
判断产品的风险等级是否与自身的
承受能力相匹配， 坚持价值投资理
念，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产品。

明规则、识风险，倡导理
性投资 工银瑞信在行动

今年是公募基金成立20周年。根
据银河证券数据统计显示，从1998年
到2017年，公募基金20年累计分红总
额达到了20646.15亿元。作为国内首
批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南方基
金旗下公募产品20年来累计分红总
额达到894.9698亿元，位居行业第三。
另据南方基金官方网站数据，算上非
公募产品，南方基金累计向客户分红
超过900亿元， 拥有客户数量超过
4000万人。南方基金表示，给客户创造
价值是南方基金的立身之本，也是南方
基金资产管理能力的根本体现。南方基
金作为专业的机构投资者，长期坚持价
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的理念，坚
持资产管理的本源，力争不断为客户创
造价值。 ■经济信息

南方基金成立以来
分红超900亿

今年前4月， 融通基金旗下融
通医疗保健行业、融通健康产业净
值分别上涨17.86�%、12.80%。其中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在银河证券分
类的医疗主题基金中位居首位。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基金经理
蒋秀蕾认为，医药行业2018年开始
将在2017年基础上走出低谷，医药
行业进入了创新为核心的导向、产
业升级进入精细化增长的新周期。
蒋秀蕾表示，未来选股遵循“白马
为核心，成长为进攻，重点看估值”
的思路，在重点布局创新药、制剂出
口、疫苗、药店、医疗服务的基础上
开始布局医药商业、 医保放量、国
产器械。 ■经济信息

医药主题逆势上涨
基金经理继续看好

第六届矿博会5月18日至22日在郴州举办 “镇会之宝”发掘自美国、现收藏于台湾

“无价”恐龙木乃伊化石将亮相矿博会

人气最旺、 优惠最大、卖
车最火……历经10年的发
展，湖南车展被誉为“中部第
一车展”， 从一个单纯的汽车
销售平台成长为一个综合性
行业交流、展示、学习的大舞
台。在这里，参展商与广大市
民观众、车迷实现了良好的互
动沟通，取得了很好的销售业
绩。在这里，汽车行业精英，用
丰富多彩的活动、绚丽的多维
手法、 专业的态度和服务，展
现汽车的魅力和风采。 在这
里， 湖南汽车人齐聚一堂，公
平竞争， 共创和谐行业生态，
共同演绎和诠释湖南汽车工
业的新方向、新潮流。

作为湖南汽车流通行业
标杆企业，永通集团与湖南车
展相伴相随，见证了湖南车展
的每一次蜕变和升级。每一届
湖南车展永通集团都倾情参
与， 不仅携旗下全系品牌参
展， 优惠政策也相当给力。此
次2018湖南车展也不例外，
永通集团将携旗下全系品牌

参展，并带来丰富多彩的活动及
多重优惠政策。希望每一个消费
者，都能在湖南车展、在永通展
台享受最贴心的购车服务，最实
惠的购车选择。

“10年之后， 我们依然年
轻。” 正如湖南车展所宣扬的，
因为热爱汽车、因为感怀信任。
到今年，已经18岁的永通，也从
未止步， 始终以年轻的热情在
努力、在发展，始终把客户放在
首位，以品质为核心，不断提升
服务水平、服务能力，为湖南消
费者提供更专业、更完善、更便
捷、更舒适的汽车生活服务。

湖南车展，汽车湘军大舞台

5月6日，“集大美 阅天
辰”金科·集美天辰2018产品
发布会在长沙举行。这也意味
着， 金科集美系产品———金
科集美天辰正式落户湖湘，
并首推产品90多㎡的舒适三
房到130㎡的奢雅四房，开启
湖湘人居新时代。

“金科将秉承‘新地产，
新服务’理念，围绕‘五个美
好’构建全新产品体系，实现
从销售房屋到提供生活方
式， 从传统物业到全方位居
家服务， 从开发商到服务商

的重大转变。”金科品牌总监
唐学庆表示， 在满足人们生
活需求的同时， 希望产品能
给城市带来更多选择。

据悉， 金科集美天辰为
金科布局湖湘的第七盘，项
目采用新亚洲风格， 结合天
然原地形高差， 采用三级台
地建造方式， 打造五重立体
园林。此外，人车分流，且规
划有社区跑道， 从家庭式儿
童乐园到颐养式老人活动系
统。

■经济信息

金科集美天辰落户湖湘
首推90㎡-130㎡刚需产品

太平人寿“秒赔”服务
正式上线

5月3日，湘潭市委常委、
副市长程蓓， 副市长罗伟及
先进电池产业联盟代表桑顿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裁胡
泽林一行， 赴渤海银行长沙
分行调研。 渤海银行长沙分
行行长胡跃辉、副行长林湘、
风险总监周茂俭参加调研座
谈，双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表示，
新能源电池产业联盟选择渤
海银行作为第一家合作银行，
分行将高度重视，认真做好金
融服务工作，实现产银互利共
赢， 共同实现高质量发展。对
桑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
需求，分行将因户施策，通过
对企业开展现场调查，制定切
实可行的合作方案，为企业发
展提供信贷支持，实现政银企
合作三赢。

今年以来，渤海银行长
沙分行按照国家金融方针政
策，陆续出台相关方案，大力
支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主动对接服务湖南实体经
济， 重点支持高科技企业、高
端制造业、高端服务业、重点
基础设施建设等行业以及人
民美好生活建设领域，重点拓
展新能源、低碳环保、新材料、
航空航天、现代物流、零售行
业等产业，持续提升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不断为实体经济
注入“源头活水”，助推湖南高
质量发展。

渤海银行自2010年12月入
湘以来， 紧跟总行稳健转型发
展步伐，坚持“审慎经营”，以服
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近年累计
通过各类金融产品为湖南地区
提供融资总量近千亿元， 积极
支持重点湘企融资需求， 仅今
年一季度就向省内一批实体经
济企业提供了共计12亿元授信
支持，初步形成了以“最佳体验
的现代财资管家” 为特点的服
务实体经济转型发展新模式。

■熊芳 潘显璇

助推湖南高质量发展
渤海银行长沙分行精准发力支持实体经济

湘潭市委、市政府领导一行赴渤海银行长沙分行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