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截
至9月底，融通基金旗下的融通行业
景气、融通医疗保健等6只权益类产
品，均居其同类基金的前十。具体来
看， 融通医疗保健行业在前三季度
实现8.15%的收益率（同期业绩比较
基准下跌8.72%）， 在41只医药行业
主题基金中排名第3；融通行业景气
前三季度实现5.79%的收益率（同期
业绩比较基准下跌9.52%），在151只
同类普通偏股型基金中排名第2。据
银河证券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前三
季度， 融通基金权益投资能力在统
计在内的94家基金公司中位居第8
位。 经济信息

融通旗下多只产品
逆市实现正收益
权益投资能力位居前十

近日， 南方基金打造的南方养
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有期混合
型基金中基金（以下简称“南方养老
2035”， 代 码 ：A 类 006290� C 类
006291）于10月15日至11月2日期间
正式发售， 该基金托管于工商银行，
投资者可通过银行、券商、第三方销
售以及南方基金直销等渠道认购。
据南方养老2035拟任基金经理黄俊
介绍，南方养老2035基金采取FOF
的运作模式， 不仅可以力争获得资
产配置的常规收益， 还可以通过持
有优秀的主动型子基金， 尽可能地
获取额外的超额收益。 经济信息

南方养老2035
将于10月15日起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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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1日讯 今
日， 记者从湖南省食药监
局官网了解到， 该局近期
组织肉制品、食品添加剂、
食糖等14食品类别704批
次产品抽检， 共检出不合
格产品22批次， 其中糖果
制品1批次、 蔬菜制品4批
次、水果制品1批次、食用
农产品9批次、饮料7批次。

经查， 锦江麦德龙现

购自运有限公司株洲商场
销售的， 标示为湖南湘佳
牧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湘佳鸡中翅”400g装被检
出规定中不得检出的五氯
酚酸钠。 溆浦县佳惠百货
兆隆有限公司大汉新城店
出售的鲫鱼散装， 被检出
规定中不得检出的氯霉
素。

■记者 黄亚苹

当日上午，长沙市人民政府与
大陆集团举行全面合作项目签约
仪式。据了解，大陆集团于1871年
始建于德国汉诺威，2018年位列
世界500强206位， 一直深耕创新
技术开发和现代服务发展领域，
致力于为车辆、机械设备、交通及
运输领域提供安全、高效、智能、
可持续性的互联驾乘和运输解决
方案。

今年8月底， 大陆集团与长沙
经济技术开发区、长沙县签署了三
方合作框架协议，包括具体实施智
慧交通灯优化、 路口安全管理、智

慧公交、智慧停车管理、电动汽车
移动充电五个试点项目。目前大陆
集团“长沙智慧出行”项目团队正
在组建中，前期考察及技术对接工
作已全面展开。

当天，大陆集团与湘江新区管
委会、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也签署了
相关合作协议，其中将在长沙经开
区投建的中央电子工厂项目成为
一大亮点。此外，大陆集团还将与
长沙经开区和长沙县在智慧城市、
智能出行等领域合作，以及与湖南
湘江新区开展产业基金、 创业孵
化、产政学协同等项目合作。

提示：登报公示 保护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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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极便民信息

◆曾献文于 2018年 8月 23 号遗
失建筑材料见证取样证，编号：43
0623198410106152，声明作废。

◆李玲遗失湖南师范大学函授本
科毕业证，证号 1054252000105032
05，湖南师范大学学士学位英语学
位证：湘成人 2002060629，声明作废。

◆黎思睿（父亲：黎名茂， 母亲：付
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Ｏ430004566，声明作废。

◆欧阳熠琦（父亲：欧阳欣，母亲：
幸蓉）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974439，声明作废。

◆罗晨依本人遗失湖南中锴置业
有限公司，2-2 栋 403 收据两张，
编号：NO.20059159，购房款 271
296 元；编号：NO.3337128，480 元，
现声明作废。

◆刘功金遗失由耒阳市国土
资源局发给的耒阳市房权证
字第 00068437 号房屋所有权
证，声明作废。

◆文章（父亲：文俊，母亲：张赞
宇）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J430937790，声明作废。

◆刘梁英遗失湖南女子学院旅
游管理本科毕业证书以及学士
学位证书，编号：115381201505
00058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宏保险公司湖南分公司遗失
合同文本 1 份， 单证编号
E018000064122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江县向家镇液化气站遗失已作
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 (二联)一
份，发票代码 4300173320，发票号
码 0460652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科普教育学会不
慎遗失由天心区民政局 2012 年
11 月 13 日核发的社会团体法
人登记证书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5143010305584022
6C。 另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
中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 准 号 ：J5510019672601。 遗
失公章、财务章、发票章各一枚，
特此声明作废。

◆严程峰(父亲:严金,母亲:郭
叶红)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R430382535,声明作废。

德国大陆集团落户长沙 将在智慧出行、中央电子工厂等领域展开合作

汽车巨头“链”长沙，零部件生产迎“强援”
10月11日上午，长沙市人民政府与德国大陆集团

举行全面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标志着长沙再添一家世
界500强汽车零部件企业。今年以来，长沙汽车产业项
目遍地开花， 此次大陆集团的入驻将进一步完善本地
汽车产业链及助力产业升级。当天，大陆集团与湘江新
区管委会、长沙经开区管委会也签署了相关合作协议。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记者从长沙经开区管委会获
悉，该区正加紧编制《长沙经开
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智能制造
项目实施指南》和《长沙经开区
新能源汽车产业招商指导研究
报告》， 以支持园区汽车及零部
件产业开展智能化改造。 目前，

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大势日趋
明朗， 国内外车企都加快了在该
领域的发展步伐。“下一步， 长沙
经开区将按照国家政策导向，结
合实际，积极布局新能源产业链，
为早日实现‘两个率先’发展目标
注入新动力。”

据介绍， 大陆集团于1994年
进驻中国市场，目前在中国已设有
27处生产基地，此次在长沙经开区
投建的中央电子工厂将是该集团
在华的最后一个生产基地。这将大
大助力湖南汽车产业的升级。

“大陆集团的入驻将有效补足
长沙经开区汽车产业的薄弱环
节。”10月11日，长沙经开区党工委
委员张湘鸿在签约现场受访时介绍，
目前长沙经开区整车厂商云集，阵容
强大，但在高附加值的零部件生产上
仍处于薄弱环节，而随着大陆集团中

央电子工厂项目的引进，这一局面将
得到改变。“不仅将影响长沙经开
区，还将对整个湖南汽车产业，尤其
是新能源汽车电控产品的本地化
生产起着示范和引领作用。”

“今天的签约标志着双方在
智慧城市创新示范共建上将开
展全面紧密的合作。” 大陆集团
中国区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汤恩
表示，目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
速发展时期，为解决城市发展难
题，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建设
智慧城市成为潮流。

今年以来，长沙汽车产业项目
遍地开花。4月， 总投资30亿元的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智能工厂改
（扩） 建项目启动建设； 广汽菲克
GME-T4发动机投产。5月， 索恩
格中国公司正式开业，中国区总部
和全球研发中心整体落户长沙经
开区； 三一智能网联重卡正式上
市。6月，长沙正圆动力汽车零部件
生产项目、广汽三菱汽车制造联动
物流中心二期项目集中开工。京东
无人车总部，华域视觉汽车智能车
灯，桑德集团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
园， 广汽三菱汽车零部件产业园，
世冠汽车总部、研发及生产基地等
项目陆续签约落户长沙……据不

完全统计，1-8月， 全市汽车产业
链新签约引进项目26个。

作为全省首个千亿汽车产
业园区，长沙经开区目前汇集了
上汽大众、广汽三菱、广汽菲克、
众泰汽车、长丰集团、北汽福田
六大整车厂， 以及博世长沙、索
恩格、住友橡胶等44家规上零部
件配套厂，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已
成为该区生产总值最大、增速最
快、产业结构最完整、智能化水
平最高的支柱性产业。在全市22
条产业链中，长沙经开区牵头推
进汽车、工程机械、先进轨道交
通装备和集成电路这四条产业
链。

【动态】 长沙又迎一世界500强企业

【形势】 汽车项目遍地开花

【影响】 助力建设智慧城市

【政策】 加速汽车产业新能源化

22批次食品检出不合格
食用农产品占9批次

本报10月11日讯 今
日上午，以“茶祖留芳，茶惠
天下———茶让生活更美好”
为主题的第十五届茶文化研
讨会暨首届茶祖文化节在长
沙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从
会上获悉， 本次茶文化研讨
会暨首届茶祖文化节将于
11月18日至20日在茶祖之
乡———株洲茶陵县举行。届
时， 七大主题活动将为大家
呈现一场以茶为媒、 以茶会
友、共兴茶业的茶界盛会。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
会是在1990年于杭州召开
的第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
会上， 由海内外茶人共同
发起， 并于1993年11月正
式批准成立的。 记者从发
布会了解到， 第十五届茶

文化研讨会暨首届茶祖文
化节共安排了开幕式、茶
人寻根活动、 品牌发布会
及茶产业项目签约仪式、
“茶祖留芳,茶惠天下———
茶让生活更美好” 高峰论
坛等七大主题活动。

据介绍，近年来，株洲
茶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现有市级以上龙头企业12
家、 国家园艺作物标准茶
园4个、省级现代农业特色
茶产业园4个、绿色有机食
品6个、 省著名商标2个，培
育了“万阳红”“茶祖·三湘
红”“洣溪茗峰”“洣江翠芽”
等品牌。全市茶叶种植面积
近12万亩， 茶叶综合产值
12亿元。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张晶 刘孝敬

下月来茶陵品茶会友

广汽三菱发动机工厂生产线上工人正在作业。 记者 胡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