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2018年公募基金迎来弱
冠之年，20年来基金行业诞生
了一批优秀的管理人、领军人
物和基金经理。近日，公募基
金20周年“金基金”系列特别
奖揭晓，工银瑞信凭借行业领
先的综合投资管理能力问鼎
公募基金20周年“Top基金公

司大奖”， 同时公司总经理郭
特华荣获“行业领军人物奖”，
公司副总经理杜海涛荣获“最
佳投资回报基金经理奖”。作
为首家银行系基金公司，工银
瑞信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
揽获公司和人物三项重量级
大奖，实至名归。

工银瑞信斩获“金基金”特别奖三项大奖

5月5日，炎陵十都镇瓜寮村
尹某的黄桃林中，在农行客户经
理的指导下，老尹进入农行掌上
银行，用手指轻轻一点，他申请
10万元惠农e贷便发放成功，这
是株洲农行发放的首笔惠农e贷
模式下黄桃特色农户贷款。

炎陵县属“罗霄山脉连片
贫困区”，为省级贫困县，同时
也是“中国优质黄桃之乡”，全
县黄桃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种
植农户超过5000户， 每年5月
是黄桃集中套袋期, 也是黄桃
种植户外聘用工的主要时期,
需要大量资金支付人工工资,
流动资金不足是不少桃农当前
面临的主要困境。

为进一步加快推进“互联

服务‘三农’一号工程”，打赢脱
贫攻坚战， 缓解桃农们的资金
需求，4月下旬， 省分行农户金
融部、市分行三农金融部、炎陵
支行三级联动， 最终选定炎陵
县十都镇瓜寮村为我行首批惠
农e贷（黄桃贷）投放区。

惠农e贷是农行推出的一
款普惠产品， 该产品由系统根
据授信模式自动审查审批，具
有线上操作、利率不高、用信灵
活等特点, 产品大大地提高农
户融资效率、 降低农户融资成
本，促进农户贷款业务线上化、
批量化、便捷化、普惠化，有力
支持广大农民朋友发展生产经
营、改善生活。 ■潘显璇

经济信息

株洲农行首笔惠农e贷成功发放

没有政策监管，各项收费不菲，行业乱象频生

宠物殡葬预订墓地叫价3000元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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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20日讯 5月19
日，以“创新共享 链接世界”
为主题的2018互联网+装配
式建筑创业创新大会和娄底
市装配式建筑产业专场推介
会在长沙举行。 现场共签约
项目16个，投资总额41.98亿
元。

本次活动由娄底市政府
和北京定荣家科技有限公司
主办。大会围绕“装配式建筑+
新技术”、“装配式建筑+新模
式”、“装配式建筑+旅游地

产”、“装配式建筑+金融资本”
等板块，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
和最新成果展示。

娄底市市长杨懿文表示，
娄底市委市政府将装配式建
筑产业列入了千百亿产业集
群发展目标， 在生产要素配
置、项目资金扶持、工程设计
规划、政府采购服务等方面都
给予了实质性的支持和引导，
娄底将成为装配式建筑企业
家投资兴业的“沃土”。

■记者 谢能武

宠物殡葬项目繁多
收费不菲

5月14日，记者前往西牌
楼街宠物市场咨询殡葬服
务。从业者曹先生介绍，火化
按宠物实际体重定价， 基本
的服务流程包括宠物毛发整
理、遗体擦拭、饲主告别等，
“遗体会送到望城区统一火
化， 骨灰会用简单的白瓷瓶
封存，10斤的猫总费用700
元。”

相比主人与宠物的简单
道别， 还有从业者表示可以
提供与人体告别仪式几乎一
致的， 价格从800元至2000
元不等。“僧人为宠物超度收
费1000元， 远程视频直播加
收100元。 如果无处安置，建
议提前预定墓地 ，3000元
起。”另一位提供上述服务的
李女士如是说。

同日， 记者以“宠物纪
念” 为关键词在淘宝网检索
发现， 宠物骨灰盒不仅分可
降解纸、陶瓷、北美枫木等材
质， 从造型上看， 更有如茶
罐、宠物模型、音符等，价格
从25元至5700元不等。 同样
的商品，在实体店售价更高。

宠物殡葬
年度人均总消费1133元

《2017年中国宠物行业
白皮书》显示，专业性殡葬服
务逐渐成为宠物主人的服务
消费项目。 目前宠物殡葬年
度人均总消费为1133.1元，
成为仅次于宠物医疗、 宠物
洗澡美容的第三大开支项
目。

长沙市民小周喂养的刺
猬“毛毛”去世后，除了为它
火化，还在淘宝上花费149元
刻了一个实木墓碑，“每天为
墓碑换上新的蜡烛， 不仅是
感谢毛毛的陪伴， 也给自己
一个念想。”

丁丁心理咨询师徐灵聪
认为， 宠物殡葬基于饲主与
宠物间陪伴关系的告别，目
的在于形成“宠物已走”的认
识以及满足自身的情感需
要，“通过仪式， 饲主可以倾
诉忧伤， 合理排解其负面情
绪。 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而
言， 带有祝福的殡葬可以给
自身带来一种潜意识力量，
即转移自己悲伤状态下的注
意力， 让自己内心更好接受
现状。”

随着宠物数量的逐
年增多， 爱宠的身后事
成为不少“铲屎官”心中
的头等大事。 记者走访
长沙宠物殡葬市场发
现， 目前宠物殡葬至少
包括毛发整理、 遗体擦
拭、 饲主告别等十几个
收费服务项目， 收费从
700至2000元不等。如
果需要僧人超度、 提前
预定墓地等特殊服务，
收费更是不菲。

宠物殡葬，这个在
长沙已存在 6年的市
场， 至今仍处于没有
部门管理、没有法律支
持的政策灰色地带，乱
象频生，从业者大多为
无证经营，亟待加强管
理。

■记者 黄亚苹

多年从事宠物活体交易的业内
人士告诉记者，早在2012年，长沙就
有数名创业者开始尝试用简易的焚
烧炉火化宠物，焚烧处会选在远离长
沙主城区的区域，“在长沙，宠物火化
的成本较高，而付费客户的数量相对
养宠人群体而言占比极低，2016年左
右，80%的创业者都转行了。”

尽管宠物殡葬业在长沙发展6年
有余，但该行业目前仍处于没有政策监
管的灰色地带。5月14日，记者就宠物火
化监管问题先后咨询了多个职能部门。
长沙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表示，只有人体
殡葬属于其管辖范围，该局也从未受理
过宠物殡葬注册和投诉业务。而长沙市
动物卫生监督所方面表示，其职能范围
只在监管动物诊疗机构及其医疗废弃
物的回收处理等。

事实上，国外对宠物殡葬已有较
为成熟的实践经验。俄罗斯《动物保
护法》规定，宠物死后可进入面积约2
公顷的专门墓地； 英国有超过320家
宠物火化场所，其宠物殡葬业能提供
火化、棺木、墓地和慰问卡等宠物殡
葬服务；而新加坡、法国等国家，则通
过立法规定宠物尸体必须火化处理。

行业处于监管灰色地带
亟待监管

娄底抢占装配式建筑产业高地

近日华夏基金推出一只新
产品———华夏战略新兴成指
ETF， 该基金紧密跟踪中国战
略新兴产业成份指数， 兼具成
长与稳健风格，帮助投资者“一
键” 挖掘战略新兴产业投资机
会。7月6日前感兴趣的投资者
可通过网上现金认购、 网下现
金认购和网上股票认购三种方
式认购该ETF。

新兴成指具有风格均衡、估

值合理、成份股盈利能力显著等
特点。 新兴成指的100个成份股
相对均匀的分布在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风格较为均衡。

在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
发行期， 投资者可以使用新兴
成指成份网下股票认购华夏战
略新兴成指基金份额。 通过股
票认购， 可以分散个股投资风
险、改善证券资产的流动性、实
现优化资产结构。

ETF专家华夏基金再推新品

本报5月20日讯 今年是蓝思
科技董事长周群飞创业的第25个年
头，这位获评“2018胡润全球白手
起家女首富” 的湘妹子在当天送给
了自己最好的纪念礼物———蓝思科
技集团在浏阳经开区正式揭牌成
立， 这标志着长沙制造业领域又增
添一家旗舰型龙头企业。

同时，蓝思科技2017年年度股
东大会也在5月18日召开。 公司董
事长周群飞透露，2018年度的经营
目标为营收较上年增长30%， 净利
润较上年增长35%。 ■记者 潘显璇

蓝思科技集团揭牌成立

对于中国投资者来说，印
度股市是较大且较重要的海外
新兴市场， 其股市风险收益比
最高。中信证券研究报告显示，
从近 5年年化收益率来看 ，
MSCI印度指数年化收益率达
8.08%，大幅领先于南非、俄罗
斯和巴西等海外新兴市场。

正在发行的工银瑞信印度
市 场 基 金 （人 民 币 份 额 ：
164824，美元份额：005801）是

目前国内投资印度较为可行、
便利、低成本的渠道，也是国内
首只主要投资于印度市场的公
募基金。 该产品通过优选全球
20多个交易所与印度相关的
ETF基金， 以数量化的方法形
成投资组合， 力争对印度市场
走势实现有效跟踪， 期望通过
国际化、 多元化组合来优化资
产配置的理性投资者， 可重点
关注。

工银瑞信印度市场基金配置价值突出

融通基金5月16日发布了
融通逆向策略分红公告， 每10
份基金份额派发现金红利0.4
元。权益登记日及除息日为5月
17日，现金红利发放日为5月21
日。 融通逆向策略成立于2018
年2月11日， 截至5月15日，该
基金的净值上涨4.51%，同期业
绩比较基准上涨1.82%。融通逆

向策略也是今年一季度成立的
基金中最先分红的混合型基
金。

融通逆向策略基金经理张
延闽介绍， 该基金的配置主要
集中在金融、医药、食品饮料、
地产、汽车、TMT，以行业龙头
为主， 收益主要来源于超配的
医药及食品饮料。

融通逆向策略基金每10份派0.4元

俄罗斯莫斯科宠物公墓内的墓碑照片。现代民众对家庭宠物十分重视，许多家
庭会为它们举办正式葬礼，并将它们埋葬在这样的宠物公墓作为纪念。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