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25日讯 今日，湖
南浏阳官渡古镇狂野水世界景
区推出“说成语诗词免门票”活
动，据介绍，在6月27日前，只要
说出十句与“水”有关的成语和
诗词就可免门票。

此外，本周日（7月1日），湖
南首台音乐水景秀《梦幻水舞间》
将在这里上演， 这也是我国首个
在乡镇打造的音乐水景演出。《梦
幻水舞间》 是一场水与舞浑然为
一体的视觉盛宴，包含水鼓舞《鼓
舞浏阳》、水杯舞《天空》、桑巴舞
《狂野桑巴》、踢踏舞《大河之舞》
等，节目将在《又唱浏阳河》的交
响乐声中谢幕，谭嗣同、菊花石、
浏阳花炮等具有代表性的“浏阳
元素”“浏阳名片” 也会在演出中
得到体现。 ■通讯员张义

张由之 记者袁欣

本周日， 去浏阳官
渡看音乐水景秀

本报6月25日讯 印章是印、
信、玺、章、押等总称，一般把汉代为
主的汉印叫做古玺印，把明清以后
文人自己雕刻的叫做印章，由于是
文人操刀，逐渐形成了篆刻艺术。作
为一个新的市场板块，荣宝斋(桂林)
将此带入长沙， 在7月15日即将于
豪廷举槌的长沙春拍中，征集到近
50余件印章藏品。除了玉印、寿山
石以外，还不乏“石中之王”田黄的
印章、篆刻之王何震的名章等。

俗语有言，“黄金易得， 田黄
难求。”此次荣宝斋（桂林）长沙春
拍中，征集到了数方田黄印章，皆
古朴端正，素雅温润。

田黄石， 产于福建省福州市
北郊寿山溪边的水田中， 因石色
多泛黄色，故得其名。产量稀少的
田黄当属寿山石中的极品， 被誉
有“石中之王”。田黄印章昂贵而稀

有，常呈微透明的质地，而石中隐
含着状如萝卜丝的纹理、表层经常
出现的红色筋络，也都成为田黄鉴
赏中独特的亮点，所谓“温、润、细、
腻、凝、结”六德，田黄全备。

此次春拍中， 还有一方篆刻
之王何震的寿山石印章，印文“读
古人书”更是具有不一般的意味。

何震是晚明一位极有名的篆
刻家。何震的作品篆法工稳，刀法
的运用上已娴熟地把握了刀与石
的性能，冲刀直入，极其猛利，间
以切刀，爽利劲挺。此印充分体现
了何震的基本刀法特征。

此外， 这次春拍中还不乏一些
历史文化名人的印章， 比如谭延闿
的民国水晶瑞兽印，以及他的私印，
赵恒惕的翠玉私印等等， 这些印章
都将于7月15日一一亮相于长沙豪
廷三楼的宴会厅中。■记者 吴岱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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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25日讯 今
天，摩拜单车宣布，免押金
城市扩容，在包括长沙、武
汉等在内的19座城市开启
免押骑行。记者梳理发现，
免押骑行于2017年3月出
现， 这一年多来， 变局暗
生，共享单车三大巨头，既
有企业大规模跟进普及，
也有企业不愿烧钱退出以
探索盈利之路。

摩拜单车免押骑行城
市扩容至省会

实际上， 今年6月11
日， 摩拜单车便启动了全
国百城无门槛免押政策，
在全国上百座城市推行免
押金骑行， 数量占了摩拜
单车运营城市的半数以
上。不过，这些城市主要是
三四线城市，湖南常德、衡
阳等城市便在此之列。

6月25日扩容的免押
金骑行城市，包括长沙、天
津、武汉、南京、济南、郑
州、沈阳、石家庄、福州等
19座城市， 以省会城市为
主， 用户基数庞大。 可以
说，此次扩容后，大部分摩
拜单车的用户都能享受到
免押骑行的福利了。

三湘都市报记者体验
发现， 摩拜单车的免押骑
行没有任何门槛和附加条
件， 选择退还押金时基本
实现秒退， 经过实名制认
证的新老客户都可以参
与，既没有信用分的门槛，
退还押金后也不影响月
卡、季卡的使用。

押金政策
折射行业巨变

自共享单车面市以
来， 押金问题就一直备受
争议， 一些倒闭的共享单
车企业更是引发了全国性

的押金难退风波。
2017年3月，ofo与芝麻

信用达成合作， 在上海试点
信用免押金模式， 芝麻信用
分不低于650分的用户无需
押金即可骑行， 成为首家推
行免押金服务的共享单车企
业。 很快，ofo的信用免押骑
行范围又新增了杭州、 长沙
等25座城市。

此后， 免押骑行成了共
享单车巨头们竞争的一个重
要方向。

2018年3月，哈罗单车宣
布将在全国所有城市开启信
用免押骑行， 凡是芝麻信用
分高于650分的用户均可全
国免押骑行。 当时，ofo的免
押骑行城市有限， 摩拜单车
坚守押金政策不动摇， 推行
免押骑行政策范围最广的哈
罗单车借此俘获了大量用
户。 哈罗单车披露的数据显
示，全国免押政策出台后，用
户数上涨了七成， 日订单上
涨了五成。

摩拜单车虽然行动最
晚，但免押力度最彻底，连信
用分的门槛都省去了。

值得关注的是， 在业内
率先试点免押骑行的ofo于
今年6月悄然取消了免押骑
行， 并上线了新一代信用积
分体系， 通过自有数据建立
用户信用考评机制， 未来信
用较高的用户有望减免押
金。 业内人士认为，ofo率先
结束价格战， 是为了提升企
业的盈利和变现能力， 探索
新的盈利渠道。

“当前，共享单车的竞争
格局已定， 形成了ofo小黄
车、摩拜单车、哈罗单车三足
鼎立的局面。 三家企业押金
政策的变化， 既反映出各自
的竞争策略， 也说明共享单
车行业的竞争依然是暗流涌
动。”一名共享单车分析人士
称。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戢伟豪

信用分都省了，摩拜单车在长免押骑行
率先试点免押骑行的ofo6月已取消 “行业竞争依然暗流涌动”

景顺长城宣布6月28日开始发
行景顺长城MSCI中国A股国际通
指数增强基金， 这将是国内首只
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基
金， 有望成为投资者跟进指数增长
和分享超额回报的有力工具。至此，
景顺长城旗下已拥有包含MSCI主
题ETF、ETF联接基金、指数增强以

及以MSCI相关指数为基准的主动
量化基金在内的多个MSCI相关产
品，成为国内布局MSCI产品线最全
面的基金公司之一。 和指数型基金
不同的是， 指数增强型基金在被动
跟踪的基础上， 增加了一定主动管
理仓位， 通过量化投资力求超越标
的指数表现，达到业绩增强的效果。

MSCI主题基金布局全面 景顺长城发行国内首
只MSCI中国A股国际通指数增强基金

近期，A股市场维持震荡回
调态势。市场普遍认为，股市大跌
主要受短期投资者悲观情绪蔓延
影响， 但我国经济稳定增长基础
坚实，当前的市场“黄金坑”或将
迎来布局良机。 拟由诺安金牛基
金掌舵人盛震山管理的诺安积极
配置混合基金于6月27日-7月24

日发行，该基金着眼于基本面、以
动态角度挑选低估值绩优股，有
望在当前时点持续分享A股估值
修复和企业中长期成长带来的红
利。盛震山先生表示，在基金的运
作管理中，不炒作主题、不投机短
期热点， 始终坚持基本面选股策
略，坚持做基金界的长跑健将。

A股市场砸出投资“黄金坑”
诺安积极配置混合基金逢低进场

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背
景下，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我国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
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正在发
行的华夏战略新兴成指ETF紧
密跟踪中国战略新兴产业成份
指数（简称新兴成指），帮助投资
者“一键”把握战略新兴产业未
来机遇。

该基金跟踪标的新兴成指,
其成份股均衡分布于主板、中小
板和创业板，聚集了一批各行业
的优质龙头企业，能够充分反映
战略新兴主题行情。目前，新兴
成指估值合理， 盈利能力突出，
同时相比于各宽基指数风险收
益指标夏普比率相对较高，具有
较好的配置价值。华夏战略新兴
成指ETF拟由华夏基金数量投
资部总监徐猛亲自“掌舵”。

拥抱新兴产业成长之
机 华夏战略新兴成指
ETF正在发行

50余件印章藏品将现身长沙春拍

6月25日， 长沙市开福区蔡
锷路与湘春路交叉口， 市民在智
能报刊亭扫码购物。日前，湖南省
邮政公司打造的无人值守智能报
刊亭在长沙试点运营， 市民可自
助购买报刊杂志和饮料。 该报刊
亭还配备有LED触摸屏， 可进行
公益广告播放和党报党刊查阅。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智能报刊亭
亮相长沙

基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