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0日讯 在经历
近3个月的空当期后，A股市场
终于迎来了湘企冲刺IPO的消
息。根据安排，中国证监会发审
委定于9月11日审核湖南宇晶
机器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宇晶
机器）首发事项。

记者梳理发现， 宇晶机器
近三年来的业绩不错， 但存在
客户集中度较高等问题， 湖南
会否再添一家上市公司呢？且
拭目以待。

公开资料显示， 宇晶机器
1998年在益阳成立，是一家专
业从事精密数控机床设备的研

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

财报数据显示，2015年到
2018年1-3月， 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分别为1.25亿元、1.58亿
元、3.52亿元、1.27亿元；净利润
分别为1457万元、3311万元及
7816万元、3699万元， 营收和
净利润呈逐年稳步上升的趋
势。同时，公司主营业务的毛利
率保持着40%以上的高水准。

通过招股说明书披露的数
据发现， 近三年宇晶机器近半
的收入来自蓝思科技。

■记者 潘显璇

8月份CPI
同比上涨2.3%

9月10日， 在南京一家农
贸市场， 一名商贩在整理蔬菜。
当日，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8
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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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占智能投顾前沿
华夏查理智投荣膺
金融科技先锋

近日2018中国AI金融探路
者峰会在深圳举行，全国多家银
行、消费金融公司、基金公司、科
技公司、第三方支付平台携其代
表产品齐聚，参评“2018中国金
融科技先锋榜”， 华夏基金旗下
智能投顾产品·华夏查理智投，
经过多轮评比，凭借显著的综合
实力脱颖而出，跻身“2018中国
金融科技先锋榜”， 荣获其中的
重磅奖项———综合奖。

华夏财富总经理张晖表示：
“回归到本质， 智能投顾的出发
点仍旧是满足客户的不同理财
需求。华夏查理智投的内核是资
产配置，它沿袭了华夏基金20年
资产管理经验的强大基因，在资
产配置方面具有一般机构不可
比拟的专业优势，是AI（人工智
能）+HI(人类智能)组合效率的集
中体现。” 经济信息

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9月5日公告称，东方红核心
优选一年定开混合基金9月
11日至25日发行， 认购资金
起点为1000元。该基金为偏
债混合型基金，股票资产占比
不超过30%，采取一年定期开
放运作形式，旨在把握中长期

投资机遇。
东方红核心优选定开混合

基金以定期开放方式运作，每
个封闭期为一年， 封闭期与开
放期交替循环， 每个封闭期结
束后进入开放期，每个开放期原
则上不少于5个工作日且最长不
超过20个工作日。 经济信息

今年下半年以来，A股市
场经历动荡调整。 与此同时，
包括外资、社保在内的众多机
构投资者却在逆市入场，加速
中证500的低位布局。不少机
构认为，中证500指数向下空
间不大，向上又具备较好的弹
性，在当前点位配置中证500

指数较为合适。据了解，财通
基金近期发行的新产品———
财通量化核心优选便是以中
证500为主要对标指数，在此
基础上将通过量化投资模型
力争创造超额回报，该产品将
于9月12日结募，受到较多“聪
明资金”的关注。 经济信息

本报9月10日讯 今天，在
湖南金融中心， 湖南省内年度
规格最高 的金 融 盛会 ———
“2018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开
幕， 吸引了覆盖金融全产业链
的百余家金融机构负责人和专
家学者，共谋发展之道。省委常
委、 常务副省长陈向群出席并
讲话。峰会上，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申港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分
公司、 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分公司、腾讯金融5家机构
与长沙先导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意向协议， 将入驻湖南金
融中心。截至目前，入驻该中心
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类机
构已有220家。

本次峰会主题为“创新金
融 科技普惠”， 邀请金融机构
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共商合作大
计、共谋发展之道，契合了以创
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主
题， 顺应了运用金融科技推动
普惠金融的发展趋势。

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金
融业发展， 近年来， 把湖南金
融中心建设作为推动湖南金融
发展的重要举措， 不断深化金
融改革，金融产业、金融市场、
金融监管和调控体系日益完
善。今年以来，站在全市经济总

量“过万亿、再出发”的新起点，
长沙市委、市政府按照“三年成
规模、五年出形象、十年基本建
成”的目标，聚焦湖南金融中心
建设，大力发展数字金融、绿色
金融、科创金融。目前，湖南金
融中心已初具规模，截至今年9
月9日，已聚集长沙银行、农业
银行、民生银行等银行、证券、保
险、基金类机构220家，湘江基金
小镇挂牌一年来管理基金规模
超1900亿元。下一步，长沙将进
一步营造有利于金融产业发展
的政务环境、商务环境和法治环
境， 着力打造金融生态安全区，
以金融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全
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峰会上， 陈向群在讲话中
表示，办好金融峰会、建设金融
中心、发展金融产业，有助于湖
南更好发挥金融的基础性、全
局性、战略性作用，为改革发展
提供保障。金融部门要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全国金融
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服务实体
经济与促进金融发展并重、加
强金融监管与推进金融创新
并重、加强党的领导与业务队
伍建设并重，以金融高质量发
展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晶 实习生 冯可

9月4日长沙十名幸运观众
携带一名成人家属来武汉一日
游啦！大家到味好美公司体验馆
了解了味好美公司的概况、大桥
鸡精的发展历史。在放映厅观看
了味好美公司的企业宣传片以
及大桥系列调味品的使用视频。

午餐时间在体验馆体验了
用大桥系列调味品制作出来的
健康美味，品尝了“大桥”美食。

下午大家登上了“天下江山
第一楼”的黄鹤楼，感受了黄鹤
楼的雄伟壮丽，站在黄鹤楼上远
眺长江大桥，对望龟山的美景。

大桥鸡精接下来将与湖南
经视《经视社区汇》深度合作，开

展品“大桥”味，登黄鹤楼一日游
活动，精彩活动敬请期待！大桥
鸡精携手湖南娱乐频道《我是大
赢家》线下活动在这个秋天火热
进行中，欢迎报名参加！

经济信息

广发银行科技转型
为客户创造更高价值

今年是广发银行成立三十周
年， 该行近年来通过金融科技的
主动创新， 在为客户提供金融服
务的同时， 也在提高自身风险控
制能力，不断实现自我升级，推动
金融行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

广发银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黄文宇表示， 该行首先是建设统
一全行风险识别、 风险监控的客
户风险信息查询平台； 其次是打
造精准、 智能的实时交易反欺诈
引擎。另外，广发银行还构建了客
户资金关系圈， 挖掘并发现客户
之间的关系，可运用于案件追踪、
线索查找、欺诈排查等业务场景。

广发银行与外部合作开展创
新活动也走在业界前沿。 广发银
行与广东联通开展大数据方面战
略合作， 还与阿里合作搭建分布
式技术平台，同时，广发银行也与
百度合作开展人脸识别、 智能知
识库等技术， 实现搜索智能化的
数据服务， 并且与腾讯开展腾讯
云等方面的合作。 ■通讯员 肖华

经济信息

本报9月10日讯 今日
下午，为期4天的“2018第十
届湖南茶业博览会” 落下帷
幕，据组委会统计，在本次茶
博会期间，1500家参展企业
现场成交总额达6.9亿元，签
订茶叶购销订单达23亿元。
本届茶博会超过历届规模，创
造了湖南茶博史新的纪录。

本届茶博览会参展企业
囊括了全省重点产茶县、知名
茶品牌和一批省市级农业产
业化龙头企业，还吸引了全国
各地茶企、 茶商参展参会，六
大类茶叶产品、五大湘茶品牌
齐齐亮相。 特别是省市县联
动，湖南红茶、安化黑茶、潇湘
绿茶、岳阳黄茶、桑植白茶五
大区域公共品牌，形成“三湘
四水五彩茶”的大品牌、大产
业格局，这也是本届茶博会的
最大亮点。

安化红茶参展商樊先生

告诉记者，“我们是第二次来
这边参展，99元每斤的红茶
‘天茶红’ 就是我们这次的主
推产品，市民反映挺好，人气
也还可以。能够明显感觉到这
次茶博会的宣传力度比以往
更大，达到了我们预期的参展
宣传效果。”

本次茶博会上， 为推介湖
南红茶品牌， 加快湖南红茶发
展步伐， 组委会特意举行了湖
南红茶品牌推介会， 宣传推介
湖南红茶公共品牌， 湖南红茶
也首次在省内集中亮相。常德、
宜章、新化、江华、安化等地红茶
齐聚600平方米湖南红茶展区，
吸引了众多消费者和经销商。

据介绍，在为期4天的时间
里，十二大主题茶文化、茶品
牌等活动， 吸引了前来参观、
洽谈的市民、客商人数达23万
人次。 ■实习生 刘孝敬
记者 丁鹏志 通讯员 黄德开

2018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开幕 金融机构大咖、专家学者共商合作大计

5家金融企业签约入驻湖南金融中心

品“大桥”味·登黄鹤楼一日游精彩可期

东方红核心优选一年定开混合
基金9月11日起发行

瞄准中证500布局良机
财通量化核心优选结募在即

第十届湖南茶博会收官
4天接待23万人次

湖南宇晶机器IPO今日上会
近三年业绩稳定，但近半收入来自蓝思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