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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重大项目“嫁”入天心，总投资200亿
首批11位“招商顾问”同时亮相 长沙经开区、长沙县15个项目集中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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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行张家界分行将金融扶
贫助力脱贫攻坚作为“一把手”
工程， 助推全市贫困地区和贫
困户增收脱贫。2018年全行下
辖桑植县、慈利县2个重点贫困
县支行扶贫贷款余额43.94亿
元，比年初净增10.5亿元，增速
达31.38%； 全行精准扶贫贷款
余 额 8.04 亿 元 ， 增 速 达
161.02%，带动服务建档立卡贫
困户348人。

在金融扶贫方面， 该行下
辖支行以“公司+基地+农户”模
式，扶持当地大鲵、茶叶、中药
材、 蔬菜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
示范园、龙头企业及合作社，带
动建档立卡贫困户致富。

农行张家界分行以“旅游+
金融扶贫”模式，支持和带动一

批建档立卡贫困户就业脱贫。
至去年末，先后为黄龙洞、茅岩
河旅游、 东线旅游等景区提供
信贷支持，金额累计达117亿多
元。

此外， 该行针对有经营能
力、 有致富项目的贫困户先后
推出了“农家乐贷”“两乡双创
贷”“烟叶贷” 等产品。2018年，
该行投放个人精准扶贫贷款
4343万元，带动贫困户269人创
业兴业。

2019年， 该行将创新精准
扶贫产品， 满足更多不同贫困
群体的金融需求。 同时深化与
省农信担保公司、 保险公司等
合作， 解决农户贷款的担保之
忧，拓宽金融扶贫的“新路子”。

■吴兴无 崔玲 经济信息

本报3月19日讯 3月
18日，湖南证监局公布了
一份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湘股飞鹿股份股东宁
波聚贝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简称“宁波聚贝
投资”）因违规减持，收到
了湖南证监局的警示函，
并计入证券期货市场诚
信档案。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显示，截至2018年10月
7日， 宁波聚贝投资持有
飞鹿股份7.24%的股份，
均为首次公开发行前已
发行的股票。2018年10月
8日至2019年1月14日，宁
波聚贝投资合计减持飞
鹿股份股票361.25万股，
占飞鹿股份股份总数的
2.97%， 减持后公司持有
飞鹿股份的股份比例下
降至4.27%。

宁波聚贝投资在持
股比例下降到5%时，未按
照规定及时向深交所提
交书面报告并披露权益
变动报告书，也未在履行
报告和披露义务前停止
卖出股份。根据相关规定，
湖南证监局决定对宁波
聚贝投资采取出具警示
函的监管措施，并记入证
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值得注意的是， 从飞
鹿股份发布的2018年业
绩快报来看，公司经营情
况不甚理想， 净利润为
2644万元左右，较上年同
期下降了13.75%。 对此，
飞鹿股份解释称，系市场
竞争加剧及原材料价格
上涨，公司产品综合毛利
率较上年同期下降等因
素导致。

■记者 潘显璇

本报3月19日讯 今天，长
沙市天心区举办了2019年产业
项目建设年“重大项目集中签
约”暨营商环境优化年“招商顾
问”聘任仪式。20个重点项目集
中签约， 总投资额近200亿元。
天心区委、 区政府聘任的首批
11位“招商顾问”也集中亮相。

集中签约的20个重点项目
包括酷哇人工智能与大数据研
究院、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长沙
工作站、湖南金融大数据实验室
等，涵盖了大数据（地理信息）、
文化创意、现代金融、人力资源、
商贸物流等重点产业。 当天，还
聘请了香港立基环球有限公司
董事长、香港长沙商会执行会长
邓锦添，中广天泽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 总经理傅冠军等11
位优秀企业家和相关知名人士

担任天心区首批招商顾问。
活动现场，天心区人民政府

还发布了《2019年天心区招商
引资白皮书》，对天心区2019年
重点招商楼宇、地块、片区进行
招商推介。2019年天心招商引
资工作将围绕世界500强、中国
100强、 重点特色产业前20强，
开展驻点招商、以商招商、二次
招商、中介招商和小分队精准招
商， 力争引进投资过10亿元以
上项目5个以上，引进上规模的
各类企业总部20余家。

“我会尽最大的能力， 将香
港的企业引进长沙天心区，让大
湾区和天心区都能很好地发
展。” 香港立基环球有限公司董
事长、香港长沙商会执行会长邓
锦添说。

“我们集中签约的这批重点
项目和聘任的招商顾问，是推动
2019年加快发展的良好开端。”
长沙市天心区委书记朱东铁表
示。 ■记者 杨昱

通讯员 李艳 罗晓君

3月19日， 长沙经开区、
长沙县举行重大产业项目集
中开工动员活动， 共有15个
项目集中开工，总投资约60亿
元。项目主要包括先进制造产
业、现代服务业、军民融合产
业以及重点项目配套工程等。

其中， 长沙经开区的项
目有8个：顶立科技智能热工
装备及特种复合材料产业化
项目，金岭机床年产500台数
控机床建设项目， 美美（长
沙）食品沙茶酱、蛋糕及咖啡
饮品加工生产项目， 山河智
能山河工业城（二期）项目，
开阳科技智能制造产业园项
目， 长沙欧宝特电子工程中
心、实验室及军民融合项目，

新同州置业汽车零部件标准
厂房项目， 住友橡胶一期扩
建项目。 长沙县的项目有7
个：长沙百联购物公园、碧桂
园·漓湘悦商务中心、湖南湘
绣产业科技教育园、宝典文化
园项目、PC建筑装配生产线
技改项目、湖南信息科学职业
学院升本扩征项目、长沙慧润
农科新城科普基地等。

今年， 长沙县列入长沙
市重大项目计划的项目共
124个， 总投资961.6亿元，
2019年计划投资283.1亿元。
长沙经开区列入长沙市重大
项目计划项目共77个，总投资
699.08亿元，2019年计划投资
148.26亿元。 ■记者 熊远帆

农行张家界分行金融扶贫“路子”宽

长沙经开区、长沙县15个项目集中开工

公司股东和高管争相减持套现
飞鹿股份股东违规减持收警示函

近日，广发银行捷算通卡荣获
中国银联“2018银联卡创新合作优
秀奖”，该卡系广发银行在股份制银
行中率先推出银联单位结算卡，将
企业资金归集、银联支付、刷卡消费、
企业理财、融资贷款融合为一体，引
领小微金融服务迈向“e时代”。

据悉，广发银行捷算通卡采用

安全的芯片技术，客户持卡凭密码
可在银行自助设备对公司账户办
理日常现金存取款、查询、转账等对
公业务，免填单、免印鉴。同时该卡充
提供了主、副卡模式，特别适合具有
总分公司形态或连锁经营业态的便
利店、药房、餐饮、旅行社等行业客户
使用。 ■通讯员曾琪芳经济信息

广发银行捷算通卡获中国银联“创新合作优秀奖”

随着5G时代的加速到来，人
工智能板块同样获得资金的热捧，相
关基金净值更是实现了快速上涨。据
悉，东方基金旗下主题基金———东方
人工智能主题基金凭借相关板块
的快速上涨和基金经理优秀的选
股能力，年内涨幅已经超过20%。

WIND数据显示， 截至3月18

日，东方人工智能主题基金今年以
来的净值增长率为23.09%。此外，
根据同源同期数据显示， 成立于
2018年6月7日的东方人工智能主
题基金自成立以来累计回报率为
1.86%， 同期上证综合指数下跌
0.67%，在弱市行情中为投资者实
现了正回报。

5G时代点燃人工智能板块
东方人工智能主题基金年内涨幅超20%

Wind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医药
行业指数涨幅已接近30%，医药主题
基金也颇受市场关注。以华泰柏瑞医
疗健康基金为例，截至3月15日该基
金今年以来回报已突破31%。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基金经理
徐晓杰十分看好医药板块的中长

期战略投资价值，她表示，中国社
会人口老龄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个长期背景下，大家都在思考
如何抓住医药行业实实在在的投
资机会。考虑到国内医疗需求和消
费能力的叠加效应，医药行业的长
期投资机会是显而易见的。

医药板块再受瞩目 华泰柏瑞看好中长期机会

随着A股市场持续开放，境外
资金正加速流入。WIND数据显
示，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
ETF， 密切跟踪MSCI中国A股国
际通指数，该指数及时跟踪A股被
纳入MSCI进度，其成分股大概率
直接受益A股“入摩”。wind数据
显示，截至3月17日，华夏MSCI中
国A股国际通ETF今年以来收益
率达22.22%，且场内流动性充足，

可满足交易需求， 该基金自2015
年成立以来，历经市场震荡，累计
收益率为9.11%。

该ETF“掌舵人”荣膺指数投
资经验丰富，她表示，外资流入在
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是趋势。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及
联接基金将会直接受益资本市场
加速开放带来的政策红利和资金
流入的推动。

紧跟A股“入摩”节奏
华夏MSCI中国A股国际通ETF收益喜人

3月18日，长
沙县金井茶场，茶
农们在采摘春茶。
近日，随着气温回
升， 该茶场6000
余亩茶田进入采
摘期，当地茶农抓
紧晴好天气，抢采
新茶、供应市场。

李健 闫利鹏
摄影报道

开采春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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