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17日讯 今日上午，
平安银行长沙分行入驻湘江财富
金融中心（简称“湘江FFC”）签约
仪式举行。这也意味着，继多家品
牌入驻后， 湖南金融中心又多了
一家世界500强控股的金融机构。

近年来，长沙按照政府主导、
市场运作的模式， 加速推进湖南
金融中心规划建设和产业导入，
致力打造“立足中部、辐射西部、
富有活力、特色鲜明、全国一流”
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先后出台多
项政策文件， 引导各类金融机构
入驻。 此次平安银行长沙分行签
约入驻的湘江财富金融中心位于
湖南金融中心的核心区，是“湖南
湘江新区金融地标”。 据介绍，目
前， 湖南金融中心已聚集民生银
行、浦发银行、广发银行、长沙银
行、三湘银行、吉祥人寿等金融、
证券、保险、基金类机构50多家，
湘江基金小镇已注册落户基金及
管理公司52家， 管理资产规模突
破1000亿元。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晶

本报5月17日讯 今日，由湖
南日报社、 湖南省建筑设计院有
限公司共同指导，CIID室内设计
网主办的“嘉宝全屋定制杯·第十
七届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
赛”签约仪式在长沙隆重举行。据
悉，本届大奖赛不设槛，不收费，
还特设了20万元奖金。

作为中南地区最大规模的设
计大赛， 湖南省室内装饰设计大
奖赛是湖南设计界官方唯一的品
牌赛事。本届大奖赛程由初评、复
评、CIID公开课、 名家面对面、家
装风尚盛典等多项主题活动组
成。大赛还设置了路演环节。评委
阵容也空前强大， 联合清华大学
设计专家教授， 邀请蒋涤非、杨
瑛、 魏春雨等国内外顶尖设计大
师，保证赛事的公平公正。

■记者 卜岚

湖南福彩携手湖南电视
台公共频道联合推出的《福
彩帮帮帮》栏目，近日来到省
儿童医院， 看望了四岁的白
血病儿崔梦彤， 并让她的家
人填写福彩救助申请表。

今年四月初，岳阳的小梦
彤突然开始反复发烧，起初家
人以为只是普通的扁桃体炎，
直到第三次发烧家长感到了
不对劲， 送到省儿童医院，被
确诊为噬血细胞综合征。医生
说噬血细胞综合征非常罕见，
它相比于白血病更加凶险，该
病是全身的淋巴细胞和巨噬
细胞的高炎症反应状态造成
的炎症风暴，会导致全身多个
器官组织损伤。现在小梦彤住
在ICU病房里已经一周了，生
命体征已趋于平稳，她每天都
在东张西望地找妈妈，病痛的
折磨让原本开朗的她变得有
些沉默寡言了。

据了解， 小梦彤的病后
期治疗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

程， 维持化疗和诱导化疗加
起来的话， 可能会达到四十
周左右， 治疗费将高达四十
余万。 面对如此高昂的治疗
费， 小梦彤的父亲双眼几度
湿润， 因为目前的治疗费就
已有大部分是借的， 后续的
费用更是没有着落， 对于这
个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真是雪上加霜。

在了解了崔梦彤家的困
难情况后，危难之时见真情，
湖南福彩伸出了援助之手，
确认她为“福彩帮帮帮”救助
对象。 希望福彩救助金能为
这个家庭尽些绵薄之力，更
希望爱心创造奇迹， 这笔善
款能鼓励小梦彤战胜病魔，
早日康复！ ■木子

本报5月17日讯 今天，
省工商局与省内8家商业银
行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 据省工商局局长李金冬
表示，接下来，将通过与金融
机构服务企业的合作， 把工
商登记服务从政务大厅延伸
到银行网点， 提供免费代办
工商登记业务等服务。

银行网点
也能办理工商登记

“政银合作”后，将为群
众与企业带来何种便利？李
金冬介绍，未来，企业和办事
群众如需办理工商登记业
务， 将可就近自主选择银行
网点进行免费代办，同时，还
能获得相关政策咨询、 银行
开户等一揽子服务，“为大家
节约办事成本， 以激发市场
活力和创造力”。

此外， 此次签约还将进
一步促进工商部门和金融机
构信息共享，有助于构建“跨
部门、跨地域、跨行业”的市
场监管体系， 促进社会信用
体系建设。

“进一步密切政府、银
行、企业间的合作，更好地解
决私营企业融资难等突出问
题， 携手突破金融经济这块
短板，”李金冬认为，与银行
进行全面合作， 也将进一步
提升工商部门与金融机构的
大数据服务能力， 构建互联
网+环境下的新型市场准入
监管体系， 运用信息化手段
推动商事制度改革， 更好地
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据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
此次签约的8家银行分别是
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中国银

行湖南省分行、交通银行湖南
省分行、 邮储银行湖南省分
行、长沙银行、中信银行长沙
分行、 兴业银行长沙分行、广
发银行长沙分行。此外，省工
商局已与中国建设银行湖南
省分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
分行签署了该项合作协议。

我省市场主体
总数突破350万户

此次签约也是我省不断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推进政务
服务升级的一项创新实践。近
年来，先后推行了注册资本登
记制度改革、市场主体住所登
记制度改革、企业名称自主申
报登记制度改革、外商投资企
业登记管理改革、企业简易注
销改革、“先照后证” 改革、企
业“多证合一”和个体工商户
“两证整合”改革、“证照分离”
改革、全程电子化登记和电子
营业执照改革、事中事后监管
制度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
等10多个方面的改革， 走在
全国前列。

来自省工商局的统计数
据显示， 湖南市场主体连续4
年实现两位数增长，资本总额
已连续4年保持20%以上增
长，市场主体总数从改革前的
222.61万户增加到目前的
350.21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
数从187户增加到644户。

“依托8家商业银行的金
融服务平台，将登记渠道从工
商部门向金融网点延伸，从纸
质审核向电子审核延伸，真正
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创业
者少跑腿，不断提升互联网＋
政务服务水平。”李金冬表示。

■记者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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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继续推进一项商事制度改革创新实践

省内新增8家银行网点代办工商登记

银行网点可以为企业代办工商注册。资料图片

东方基金于5月4日发布了
旗下首只人工智能主题基
金———东方人工智能主题基
金， 为普通投资者投资人工智
能领域提供了便捷的通道。

东方人工智能主题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郭瑞表示， 我们定
义的“人工智能”是指以大数据
为基础， 具体行业主要包括大

数据、云计算、云存储等细分领
域。事实上，人工智能领域作为
未来的发展方向， 其上市相关
个股早已获得投资者热捧，其
相关指数更是成为近年来指数
中的领涨先锋。Wind数据显
示，截至5月11日，中证人工智
能主题指数近五年的年化收益
率高达19.53%。

政策+资金双轮驱动，
东方人工智能主题基金布局新蓝海

随着中国证监会为独角兽
企业开辟IPO绿色通道，港交所
上市新规正式实施，“四新”企
业正在迎来新一波发展红利。
正在发行的华夏新时代灵活配
置混合型基金（QDII，005534）
聚焦于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新
经济领域，精选A股、港股、美
股等境内外市场上具有良好成
长潜力的优质公司进行配置，
力争为投资者打造一款覆盖全

面、专业性强、长期稳健的分享
新经济成长红利的投资工具。

华夏新时代旨在通过优选
具有核心竞争壁垒、 长期成长
能力、 不能轻易复制的经济模
式、 良好成长潜力的个股来把
握新经济崛起带来的投资机
遇。其股票仓位为0-95%，攻守
相宜， 且该基金可投资于境内
外市场， 便于那些在海外上市
的优质中国企业的投资机会。

双基金经理把脉新经济
华夏新时代基金正在发行

金牛奖、 明星基金奖和金
基金奖是基金评选三大权威奖
项，以其客观、公正，强调长期
性、一致性而备受业界瞩目。随
着上海证券报社主办的第十五
届中国“金基金”奖颁奖落下帷
幕， 景顺长城再获四项权威大
奖，其中，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

基金获得“金基金·一年期股票
型基金”奖。至此，该基金已经
摘得中国证券报颁发的“2017
年度开放式股票型金牛基金
奖 ” 以及证券时报评选的
“2017年度股票型明星基金
奖”在内的三大权威奖项，实现
业内为数不多的大满贯。

三大权威奖项尽收囊中
景顺长城量化新动力基金实现大满贯

据融通基金公告， 融通新
能源汽车主题精选灵活配置型
基金（005668）将于5月21日起
发行。根据基金契约，融通新能
源汽车主题基金投资于新能源
汽车主题相关证券的资产比例
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精选
灵活配置型基金拟任基金经理
付伟琦分析， 目前国内新能源
汽车发生了一些变化， 正由政
策市向消费市逐渐切换。 随着
新能源汽车成本下降、 性能提
升， 消费者自发消费力将成为
行业产销放量的主驱动力。

融通新能源汽车主题基金将于5月21日发行

“福彩帮帮帮”救助白血病童

省室内装饰设计大奖赛
签约仪式在长沙举行

经济信息平安银行落户
湖南金融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