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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投资者纷纷开始
制定新一年投资理财计
划， 而基金公司也积极发
行新品，为投资者布局A股
市场提供便捷通道。据悉，
在医药领域投资具有领先
优势的富国基金于2月11
日在银行渠道正式发行一
只主打医药主题投资机会
的混合基金———富国生物
医药科技混合基金。 该基
金的拟任基金经理为在去
年摘得同类基金业绩冠军
的富国精准医疗基金基金
经理于洋。 投资者目前可
通过建设银行等各大银
行、 券商和富国基金官网
进行认购。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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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阿里巴巴发布的
《2019春节经济报告》显示，提质
升级是这个春节最强劲的脉
动———手机买年货、扫码集五福、
全家出境游等正在以数字化方式
传承春节文化。 微信官方数据报
告则显示：从除夕到初五，8.23亿
人收发微信红包。 互联网平台效
应正在温暖中国年， 全方位释放
春节消费活力。

年夜饭有了新吃法

数字生活已经成为过春节的
新方式：手机购买火车票；导航地
图优化路线；扫福字、抢红包成为
新年俗，不打烊的外卖点餐让年夜
饭更加丰富；带上家人，来一场旅行
过年；亲朋好友之间在线直播、在线
答题、AR购物……线上线下人声
鼎沸，数字生活愈加丰富。

新零售令年夜饭有了新吃
法。天猫数据显示，网购半成品年
夜饭已经成为80后、90后年轻消

费者的新选择， 天猫半成品菜同比
增长1683%。俄罗斯帝王蟹、波士顿
龙虾等进口食材，在20个城市的超
120家盒马鲜生门店服务消费者。

UC数据显示，“福”字搜索量超
越“春晚”成第一搜索热词。支付宝
数据显示，1月25日至除夕的11天
里，全国超过4.5亿人参与了集五福
活动。

抢红包更加妙趣横生

微信发布的数据显示， 除夕到
初五期间， 在微信中共发生的消息
发送量较去年同期增长 64.2％ ，
8.23亿人次收发微信红包， 同比增
长7.12％。

微信今年推出微信红包定制封
面、拜年红包、表情红包多种形式的
红包类型， 把抢红包这一春节国民
活动变得更加妙趣横生。 截止到初
五， 带有定制封面的特色红包被拆
开了近2.5亿次， 其中包括26000家
企业为其2000万员工的特别定制，

和境外消费送出的当地特色封面。

移动支付随“候鸟”下沉

旅行过年成了春节新风尚。飞
猪数据显示， 今年春节期间境外游
的人次增长28%， 跨洲长途游过年
的人越来越多，英国、俄罗斯、欧洲
各国今年春节出行同比增长最快。
今年出境最远的一位用户， 从南京
出发，平移了约20000千米的距离，
抵达阿根廷的圣洛伦佐。

得益于微信支付对欧洲的加码
布局， 法国首次跻身境外支付笔数
前十， 成为第一个进入前十的欧洲
国家。

而在境内， 和春运一起开始的
还有“候鸟型消费”的增长。数据显
示，春节期间，全国范围内共产生了
12.4亿笔“候鸟型消费”。而越是下
沉的城市，受“候鸟型消费”影响越
大，四五六线城市“候鸟人口”微信
支付交易笔数占比均超过40%。

■记者 杨田风

本报2月11日讯 春节
长假后的首个交易日 ，A
股市场迎来难得的大涨 ，
各大指数全线普涨， 沪深
两市3600只个股， 下跌个
股数量不足百只。 湘股板
块，104只湘股除了2只个股
不涨不跌外， 其余102只湘
股悉数飘红。

沪指站上半年线

2月11日， 上证综指收报
2653.90点，上涨1.36%；深成
指收报7919.05点，上涨3.06%；
创业板收报1316.10点， 上涨
3.53%。 两市合计成交3199亿
元。 各大指数均有所突破，上
证指数时隔一年再度站上半
年线；创业板指数也是在今年
以来首度站上1300点； 沪深
300指数更是创出去年10月
以来收盘新高。

外资流入也呈现加速迹
象，当天净流入约46亿元。数
据显示，今年以来，外资净流
入规模已达708亿元。

102只湘股上涨

沪深两市个股当天几乎全
面飘红，上涨个股达3555只，其
中有88只个股涨停， 而下跌的
个股数量仅91只。

近百只个股涨停， 可谓是
难得的大涨场面。 涨停的个股
中，北京文化备受关注，因为春
节期间票房逆袭爆棚的电影《流
浪地球》， 作为背后上市公司的
北京文化在当天强势涨停。

104只湘股， 除了百利科
技、益丰药房2只个股不涨不跌
外， 其余102只湘股悉数飘红。
受益于行业板块的大涨， 湘股
当天共有4只个股强势涨停。具
体说来，猪肉概念股中，新五丰
与唐人神涨停； 在集体走强的
风电板块中， 华银电力迎来涨
停； 电子制造行业板块当天也
迎来大涨， 蓝思科技收获了一
个涨停。此外，九芝堂、高斯贝
尔、熊猫金控、加加食品、恒立
实业、三诺生物、千山药机、大
康农业8只个股，当天的涨幅都
超过了5%。 ■记者 潘显璇

A股喜迎“开门红”，湘股几乎全线上涨
主要指数集体实现突破 外资流入呈现加速迹象

今年过年有何变化？ 大数据告诉你
4.5亿人集“五福”，8.2亿人收发微信红包

富国生物医药科技
混合基金发行

公告资产清单 :�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与钟春波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
省 分 公 司 与 钟 春 波 （身 份 证 信 息 ：
430402xxxxxxxx0515） 达成的债权转让安
排，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
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
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和其他
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钟春波。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特公告通知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
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
或清算主体。

钟春波作为该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
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
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 从公

告之日起立即向钟春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
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
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 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
尚玺苑 18B栋

联系人：曹 浩 电话：0731-84458563
�������联系地址：湖南省衡阳市潇湘街道长青坪

联系人：钟春波 电话：1737345437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年 02月 12日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8 年 06 月 30 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序号 借款人名称 担保人名称 币种 账面本金余额 账面表外息余额 孳生利息 债权合计
衡阳无缝
钢管厂

衡阳无缝
钢管厂

人民币 27,173,000.00 40,698,333.50 17,430,962.68 85,302,296.181

2月11日，股民在一证券交易场所关注股市行情。 春节长假后首个交易日，A股市场迎来“开门红”。 新华社 图

本报2月11日讯 新春上
班第一天，国家税务总局湖南
省税务局传出好消息，全省省、
市、 县三级税务部门共163个
单位，均已成立减税降费领导
小组，全省小微企业在去年享
受税收红利的基础上，今年可
再减免税费30余亿元。

为使减税降费政策在我
省全面贯彻落实， 全省税务
系统逐级成立减税降费领导
小组， 统筹推进减税降费工
作。 省税务局减税降费领导
小组成立后， 即与省财政厅
联合发布《湖南省财政厅 国
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关

于落实小微企业普惠性税收减
免政策的通知》，决定按照最大
幅度减征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小微企业）“六税两费”， 即对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按50%的
比例减征资源税、 城市维护建
设税、 房产税、 城镇土地使用
税、印花税（不含证券交易印花
税）、耕地占用税和教育费附加
费、地方教育附加费等。

“去年，全省小微企业共征
收税费60余亿元， 今年按50%
的比例减征后， 全省小微企业
可再减免税费30余亿元。”省税
务局党委书记刘明权介绍。

■记者 奉永成

省市县三级税务部门成立减税降费领导小组
小微企业今年可再减免税费30余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