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10日讯 今日
凌晨， 支付宝在官方微博发布
安全提示称， 监测到部分苹果
用户的ID出现被盗， 由此带来
相关ID的绑定支付工具遭到资
金损失， 建议用户调低免密支
付额度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支付
宝账户安全。

支付宝方面表示，已多次联
系苹果公司并推动其尽快定位
被盗原因，提升安全防范水平，并
彻底解决用户权益损失的问题。
在苹果公司没有完全解决这个
问题之前，建议用户调低免密支
付额度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支付
宝账户安全。 ■记者 潘显璇

日前， 湖南王女士因身体抱
恙在长沙市第一医院住院治疗，
通过中国太保寿险“太慧赔”发起
理赔报案， 经王女士授权同意，
“智能医调”平台实时传输了王女
士在医院的医疗数据， 从报案到
理赔付款成功仅15分钟， 这标志
着湖南“太慧赔”医疗数据交互第
一笔赔案成功结案支付。

据了解，“太慧赔”医疗数据交
互项目通过与医疗机构或第三方
平台对接，建立了数字化、自动化和
智能化的智能医调平台，经客户授
权许可，实现了理赔信息数字化采
集和理赔全流程无纸化，免客户往
返，免纸质资料，全方位提升了客户
体验。9月22日，太平洋寿险智慧理
赔项目-太慧赔在湖南成功上线，
客户看病理赔再也无需东奔西跑
了，真正实现了客户理赔免往返、免
资料、零等待的极致体验。

■陈婧 潘海涛 经济信息

10月10日下午， 由长沙市
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举办的“公
益福彩进社区” 活动在雨花区
侯家塘社区举行， 国庆长假中
中出双色球1.59亿元巨奖的
43019390站点就在这个社区。

2018年， 长沙彩市奖销两

旺，截至10月7日全市共销售福
利彩票20.63亿元，较上年增幅
4.52%， 筹集福彩公益金5.6亿
元， 其中市本级公益金1.4亿
元， 将全部用于长沙市社会福
利、公益和救助领域。

■袁喆 经济信息

近日， 南方基金正式发布养
老子品牌“南方养老”，并即将推
出旗下首只养老目标基金———南
方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简称
“南方养老 2035”， 代码：A类
006290�C类006291)。据了解，南
方养老子品牌将用以统一识别南
方基金旗下的养老系列产品，该
子品牌以“执我之手，与你偕老”
为口号，logo采用两个舞动跳跃
的人， 色彩上延用南方基金主
logo的蓝红色， 传达了南方养老
子品牌积极向上的态度与活力，
富有美好生活的象征。 经济信息

2018.10.11��星期四 编辑 张允 图编 言琼 美编 刘湘 校对 苏亮A07 经济·行业

榜单显示， 一年的时间
里，54岁的马云及其家族财
富增长了700亿， 达到2700
亿， 时隔四年再次成为中国
首富。 拿下去年首富的许家
印， 财富缩水了400亿，以
2500亿位列第二。 马化腾的
财富缩水了100亿， 以2400
亿位列第三。

值得注意的是， 去年的
前三富豪也来自马云家族、
许家印和马化腾。 不过，彼

时许家印的财富为2900亿
元，马化腾的财富为2500亿
元，马云家族则拥有2000亿
元的财富。

此外， 今年的前十富豪
还包括：杨惠妍（1500亿）、王
健林家族（1400亿）、何享健
和何剑锋父子（1300亿）、王
卫 （1200亿）、 严 昊 家族
（1200亿）、 李彦宏及马东敏
夫妇（1150亿）、雷军（1100
亿）、王文银家族（1100亿）。

湖南33位企业家跻身“胡润百富榜”
周群飞、郑俊龙夫妇连续四年蝉联湖南首富 制造业仍是上榜者主要财富来源

10月10日，“2018胡润百富榜”出炉，马云家
族以2700亿元跻身榜首， 这也是马云时隔四年后
再次问鼎中国首富， 许家印、 马化腾分别以2500�
亿元和2400亿元的财富位居二三位。

今年是胡润研究院自1999年以来连续第20
次发布“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已连续六年保持
20亿元，今年有1893位企业家上榜，比去年减少
了237人，主要原因是股市不景气。

湖南地区共有33位企业家（家族）上榜，其中
蓝思科技周群飞、郑俊龙夫妇以395亿元的财富继
续蝉联湖南首富，在榜单中排名第57位。

■记者 潘显璇

今年的百富榜中， 居住
地为湖南的富豪占据榜单33
个席位， 其中蓝思科技的周
群飞、郑俊龙夫妇以395亿元
的财富再度蝉联湖南首富，
这也是其连续四年问鼎湖南
首富。

不过，今年周群飞、郑俊
龙夫妇的财富缩水十分严
重。2015年， 蓝思科技上市，
周群飞、郑俊龙夫妇以500亿
财富成为新晋湖南首富；
2016年以460亿元财富蝉联
湖南首富； 随着蓝思科技股
价大涨，2017年两人财富高
达715亿元；而今年蓝思科技
股价持续走低， 财富变成了
395亿元， 较2017年缩水了
45%。

爱尔眼科的陈邦今年的
财富为365亿，较去年翻了一
番，斩获湖南富豪榜第二名，
位列百富榜65位。 这得益于

近年来爱尔眼科营收和净利
润持续保持高增长， 股价节
节攀升， 并于今年成为湘股
中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

曾经夺得中国首富的三
一重工梁稳根，以270亿元财
富拿下湖南富豪榜第三名，
位列百富榜110位。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
湖南共有17家公司获得A股
上市“门票”，造就了一大批
新富豪。具体说来，今年的百
富榜中， 新增了5张湖南新
面孔， 领衔的是宏达电子曾
继疆家族， 财富90亿元；其
次是御家汇戴跃锋，财富35
亿元；宇环数控许世雄、许亮
父子和三一周福贵、 九典制
药朱志宏， 财富都是20亿
元。其中，宏达电子、九典制
药、宇环数控都是于2017年
上市， 御家汇则是2018年2
月上市。

数据显示， 榜单中共有
881位企业家财富增长，其
中219张新面孔。 从行业来
看，TMT（电信、 媒体和科
技） 行业贡献了最多新面
孔，其中新上市的拼多多38
岁的黄峥以950亿财富首次
上榜便一举进入前15名，成
为最大黑马。

具体说来， 六成上榜
者主要财富来自制造业 、
房地产、 金融投资和 IT这

四大行业。其中，制造业仍
是上榜企业家最主要财富
来源，房地产排第二，金融
投资居第三，IT排名第四，
医药排第五。

今年有1893位企业家财
富超过20亿， 比去年的2130
人减少了 237人 ， 这是自
2012年以来首次下降。 胡润
表示：“股市跌了近20%，造
成今年成为百富榜二十年来
落榜人数最多的一次。”

马云重登首富宝座榜单

行业 制造业仍是上榜者主要财富来源

苹果用户最好调低免密支付额度

中国太保“太慧赔”
在湘完成首单赔付

长沙彩市谱写双色球1.59亿大奖神话

南方基金发布养老
子品牌“南方养老”

本土 周群飞连续四年蝉联湖南首富

口味王集团：“10包高端槟榔，7包和成天下”

高端槟榔市场千亿规模可期

10月10日，和成天下厂商现场发布高端系列新品。

本报10月10日讯 10日
下午， 口味王集团在长沙举行
和成天下2018热销成果发布
会，宣布了“10包高端槟榔，7包
和成天下”的成绩，同时发布了
一款“2018味赢天下”高端系列
50元新品。

发布会上， 口味王集团营
销总监龚伟华公布，2018年，口
味王集团出品的和成天下槟榔
在湖南、广东、湖北等省份累计
销量超4亿包。15元款产品，销
量同比增长152.49%， 市场份
额达到65%；20元款产品，销量
同比增长272.73%， 市场份额
达到75%；2017年年底上市的
30元款产品，短短不到一年，市
场份额就达到95%。 自2014年
上市以来， 和成天下槟榔仅用
了2年就成为湖南销量第一。经
权威机构尼尔森的最新市场调
研显示：在湖南，每卖出10包高

端槟榔，就有7包是和成天下。
数据显示， 目前和成天下

槟榔的总终端网点逾百万个，
销售覆盖城市多达415个，打破
了很多人对于槟榔只有湖南人
吃的认知局限。值得一提的是，
口味王在业内首创的无烟熏技
术和青果精制技术， 通过搭配
独家配方的卤水， 既仿制了烟
熏的劲道，又避免了烟熏工艺
所带来的健康危害。和成天下
槟榔还开行业之先 ， 坚持
100%使用海南优质嫩果。目
前，口味王集团与海南万宁政
府达成战略协议，优先收购槟
榔原果，并以企业园区的方式
拉动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口
味王集团总裁陈义在接受采
访时透露， 高端槟榔市场将迎
来高速发展， 千亿规模指日可
待。 口味王集团将继续深化高
端槟榔的布局。 ■记者 胡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