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华夏中证央企ETF联
接基金自10月15日至11月
9日通过基金份额发售机
构公开发售。 该基金属于
股票ETF联接基金，主要通
过投资于华夏中证央企
ETF来实现对业绩比较基
准的紧密跟踪。 华夏中证
央企ETF的跟踪标的是中
证央企结构调整指数，旨
在引导市场关注优质央
企、关注结构调整改革，强
化价值投资理念， 帮助投
资者分享国企改革的红
利，将于上交所挂牌交易。

华夏中证央企ETF产
品的发布，旨在通过精确跟
踪反映央企结构调整成效
的央企结构调整指数，给投
资者提供低门槛、便捷参与
国企改革优质企业的投资
机会；同时，通过借助资本
市场的力量，推动央企优化
资产结构，对国企改革具备
重大战略价值。 经济信息

作为养老第三支柱的重要载
体，公募基金有望成为老龄化趋势
下养老难题的破局之钥。 据悉，首
批获批的养老目标基金之一———
富国鑫旺稳健养老一年持有期
FOF将于11月5日起正式发行，投
资者届时可通过建设银行等渠道

认购。
此次蓄势待发的富国鑫旺稳

健养老一年持有期FOF是一只“稳
健型”目标风险基金。运作方式上，
将以FOF形式运作，通过大类资产
配置分散风险的同时，并在全市场
范围内精选子基金。 经济信息

伴随沪深创三大股指点位和
估值水平不断创出新低，近期A股
市场迎来强有力的支撑。 富国基
金积极抓住机会， 于近期发行了
一 只 专 注 产 业 投 资的混合基
金———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基金，为
投资者捕捉产业投资机会提供了
便捷的通道。

据了解，作为一只产业驱动基
金，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基金将聚焦
由内生增长强劲与国家政策支持
等驱动的产业方向，在产业内精选
竞争优势显著、 业绩持续成长、基
本面前景确定的优质公司，在严控
风险的前提下，力争实现基金资产
的长期稳定增值。 经济信息

据融通基金公告， 将于2018
年10月26日-2018年11月30日发
行融通研究优选（006084）。投资
者可以通过建行、招行、中行、融通
基金官网等机构认购该基金。

该基金主要布局战略性资
产， 即处在大行业、 处于龙头地
位、未来市值空间大的头部企业。

该基金拟任基金经理为张延闽和
何龙，其中，张延闽为融通基金权
益投资部总经理， 何龙为融通基
金首席策略分析师。张延闽表示：
“新基金成立后不会片面地追求
收益最大化而忽视潜在的市场风
险，将严格控制仓位，保留一定现
金伺机而动。” 经济信息

国内最大植物提取物基地落户永州
湘南最大军民融合产业基地同批落户“放管服”改革有效推动引进产业迅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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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8日讯 27日下
午， 湖南省跨境电商生态产业
园启动仪式暨2018湖南（长沙）
电商高峰论坛在湖南进出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开幕， 省商务
厅为湖南进出口商品展示交易
中心授予了“湖南省跨境电商
生态产业园”的牌子，这也意味
着我省首个跨境电商生态产业
园正式挂牌成立。当天，恒源祥
配饰、 淘宝培训以及京东等多
家服务商签约入园。

“湖南省跨境电商生态产
业园的落牌， 为湖南跨境电商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长沙
及中部地区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将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是推进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发展的一
项重要举措。”长沙金霞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书记李国军说道。

通过成立跨境电商生态产业
园，助力我省跨境电商发展，力
争3到5年内实现全省跨境电商
年交易额达到100亿美元。

“可以说，这种‘互联网+外
贸’的贸易新业态、新引擎正在
湖湘大地掀起一股势不可挡的
风潮。” 总部位于长沙的中国电
商人才网负责人全奕臻透露，
“从调研的数据看， 全国跨境电
商人才缺口400多万，湖南缺口
50多万， 企业对跨境电商人才
的需求非常迫切。”

而有数据显示， 湖南虽然
高校众多， 但每年为企业输送
的电商专业人才数量在一万人
上下。对此，全奕臻认为，湖南
还需要在政策支持、人才培养、
人才引进等方面的加强力度。

■记者 杨田风

本报10月28日讯 10月26
日晚， 湘股拓维信息发布公告，
公司选举李新宇为第六届董事
会董事长。并聘任其为公司总经
理。这意味着，时隔3年后，拓维
信息创始人李新宇重掌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拓维信息获
湖南上市公司“大佬”加持，第三
季度，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进入
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829万股。

2018年10月， 公司发布公
告， 临武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决定
对李新宇、宋鹰作相对不起诉处理，
并解除对两人的取保候审措施。李
新宇这才得以重回拓维信息掌舵。

一位接近公司的人士表示，

李新宇是公司的创始人及控股股
东， 熟悉公司运作情况及行业走
势，重新执掌公司，有利于公司的
业务整合及长远发展。 爱尔眼科
董事长陈邦在今年三季度进入公
司前十大股东， 应是看好李新宇
重掌拓维信息后的发展前景。

不过，李新宇重新执掌拓维
信息，首先就面临了商誉减值这
一大问题。

公司在 10月 26日披露的
2018三季报显示， 今年前三季
度， 公司营收3.17亿， 同比增
27%；净利润3587.74万元，同比
增65.83%。不过，公司预计2018
年将亏损10亿-13亿，而造成如

此大额度亏损的原因，是部分全
资子公司预计全年盈利水平未
达预期，公司需对因并购形成的
商誉进行减值。

记者注意到，拓维信息的基
本面仍然较为稳健，并购的海云
天和长征教育与线下已有渠道资
源和教育内容协同效应明显，已
经成为公司在线教育O2O平台
的重要业务拼图，如果剔除计提因
素，全年利润仍有机会超过去年。

拓维信息相关人士表示，“公
司大额计提商誉减值， 是壮士断
腕，更是凤凰涅槃，目的在于集中
释放风险，以便轻装上阵。”

■记者 潘显璇

近年来，随着健康、自然理
念的深入人心， 人们对植物提
取物产品的需求越来越大。10
月26日， 位于永州经开区长丰
大道与潇湘大道交会处的西南
角、 一处占地两千余亩的空地
格外热闹。当天下午，永州市重
大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暨年产
5000吨新南方天然植物提取
物高技术产业基地开工仪式在
这里举行。基地落成后，将成为
我省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天然
植物提取物高技术产业基地。

两个“最大”
落户永州经开区

湖南是中国药材资源蕴藏
量最大的地区之一， 尤以湘南
和湘西地区最为集中。 而天然
植物提取的产业基础， 永州在
湖南有优势、 湖南在中国有优
势、中国在世界有优势。因此，
国内最大植物提取基地落户永
州经开区并不让人意外。

据了解， 当天签约的天然
植物提取物高技术产业基地第
一期投资50亿元， 占地2000
亩， 主要建设植物提取物生产
基地、交易中心、研发中心、检
测中心、认证中心、药材管理中
心及相应的配套措施。 项目一
期建成后， 基地年工业产值将
超过120亿元、 税收超过5亿
元、线上线下交易额超过200亿
元、出口超过2亿美元、发明专
利超过100个。企业还将与永州
经开区一起， 建设植物提取产
业园， 积极引进国内外相关企
业和科研单位， 建立国际植物
提取物衍生产品产业联盟以及
天然植物种苗研发基地。

集中签约仪式上， 总投资
40亿元的永州军民融合产业基
地项目同样“吸睛”。据了解，该
项目建成后将形成以保利集团
产业链为主导的年产值超20亿
元龙头企业3家以上、产值超亿
元骨干企业10家以上、 科技创
新企业50家以上， 专利技术
200余个的聚集地，建设智能装
备、后勤装备等产业联盟，并实
现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50亿元。
同时， 也将是湘南最大军民融
合产业基地。

“放管服”改革
营造高效营商环境

近年来， 永州经开区在招
商引资工作上做了很多努力，
积极探索实施股权招商、 重资
产招商、以商招商等招商模式，
制定了《产业扶持资金管理办
法》《专利资助和奖励办法》《创
新团队申报办法》 等规范性文
件， 设立了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3000万， 支持科研团队创新创
业。记者了解到，该区正在研究
《重大项目招商引资十条措施》
《招商中介人奖励办法》等。

尤其是， 永州经开区深入
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进“放
管服” 改革， 全面优化政务服
务， 进一步改善投资和市场环
境，营造便捷、灵活、透明、公
平、高效的营商环境，有力推动
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企业不用与老百姓打交
道。”永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李
瑛介绍，企业只管建设、生产、
销售，政府负责征地拆迁、矛盾
协调、证照办理，有效推动了引
进产业迅速落地。今年以来，永
州经开区先后洽谈对接项目
126个， 累计签约落地项目33
个， 引进项目总投资140.85亿
元，已建成投产项目15个。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刘孝敬 陆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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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首个跨境
电商生态产业园挂牌成立

对接国企改革机遇
华夏中证央企ETF
联接正在发行

创始人李新宇重新执掌拓维信息
爱尔董事长陈邦成公司前十大股东

市场创新低 富国产业驱动混合基金迎来布局良机

融通研究优选即将发行 重点配置战略性资产

公募基金破局养老难题
富国鑫旺稳健养老FOF即将发行

10月28日，龙山
县苗儿滩镇苗市社
区， 山坡上蔚为壮观
的光伏扶贫发电站。
该项目由山东省济南
市和长沙市对口扶贫
援建，装机容量6000
千瓦， 预计年收入
500万元左右， 惠及
全县 100余个贫困
村， 每年可为各村分
红4万元， 用于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教育资
助、医疗救助等。

田良东 摄

光伏发电
助脱贫

———记者在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