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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签证通让您再
也不用四处奔波，为有出国需
求的市民提供极大的便利，充
分节省签证办理时间。

签证通业务是中国银行
与具有资质的签证合作机构
合作，为个人客户提供与签证
办理相关的服务。2018年开
始，中国银行为广大市民提供
签证通服务，客户可在手机银
行APP上或到有签证通授权
开办业务的网点柜台进行办
理，享受签证办理、换汇等一
站式服务。

手机银行申请签证通业
务，是中国银行简便程序为跨
境客户提供的衍生服务，只要
有中国银行手机银行APP，即
可完成签证申请和缴费，后续
将有专业服务人员联系办理
签证事宜， 无需四处奔波，让

客户足不出户办签证。
据悉，中国银行近期推出

的“中银签证通，5折看世界”
的活动更是将实实在在的优
惠送给了客户，在每周三下午
推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日本、泰国、新加坡指定签证总
价5折优惠，包括大使馆的官方
签证费也是5折，单个申请人能
享受的最高优惠为650元，一个
申请人可携带2人共同办理，且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5折优惠。

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只
限定中行手机银行客户通过
手机银行申请旅游、 探亲、商
务考察，且活动期内只能享受
一次优惠。客户只需要成为中
国银行手机银行的用户，且提
供在中国银行的存款和交易
流水即可享受活动优惠。
■通讯员 熊婧怡 经济信息

德国百年老店与长沙擦出“新”火花
索恩格新能源汽车技术全球研发中心正式签约、工业园二期项目在长沙经开区开工

【项目】总投资近10亿元

“将传统发电机替换为索
恩格能量回收加速辅助系统电
机， 车辆便成了48V的轻度混
合动力系汽车。” 技术人员介
绍， 索恩格创新的48V能量回
收加速辅助系统电机， 可帮助
常规内燃机实现15%以上的节
能减排， 且48V电气系统还能
为行车安全提供更好的保障。
据介绍， 该项技术刚荣获欧盟
创新环保技术大奖。

“这项技术在2020年后将
迎来市场的快速增长。” 索恩
格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新能
源汽车技术全球研发中心项
目和二期项目正是索恩格加
码汽车电动化领域战略、顺应
48V电气系统市场需求的关
键之举。

据悉，当天签约和开工的
两个项目总投资额近10亿元。
新能源汽车技术全球研发中
心项目投资额5亿元以上，计
划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研
发人员超80人；工业园二期仍
由长沙经开区代建， 计划于
2020年9月交付， 达产后预计
实现工业产值10亿元以上。

据介绍，索恩格的前身是
德国博世集团起动机和发电
机事业部。索恩格中国有长沙
和长春两个生产基地，而长沙
基地为中国总部。2018年，索
恩格长沙基地面对严峻的市
场形势逆势而上，项目一期亩

均产值超4000万元、亩均税收
超270万元。目前，国内每三辆
新车中至少有一辆装配长沙
生产的索恩格电机。

【影响】填补湖南行业空白

近年， 长沙以新能源汽
车、 智能网联汽车为主攻方
向。在长沙市22条新兴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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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
的发展。基于此，长沙经开区
积极布局汽车全产业链，筹划
赴海外举办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专场招商会，引进先进发动
机、变速箱、新能源电池电机
电控等项目，推动三一汽车小
镇等重大项目落地，推进广汽
三菱研发中心、大陆集团中央
电子工厂、博世新能源热管理
系统、京东无人车、三一重卡
等项目的建设速度。

此次索恩格新能源汽车技
术全球研发中心落子及工业园
二期项目开工， 将不仅填补湖
南省新能源汽车高压电机研
发、生产的空白，更将奠定长沙
在中国乃至全球的新能源电机
行业领导地位。据悉，未来该中
心将作为索恩格的全球研发中
心、试制中心和性能测试中心，
将负责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
规模化生产， 专注于新能源汽
车产业的产学研工作。

本报5月8日讯 今天，美
国企业凯斯工程机械开始在
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搭建展位，
成为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
程机械展览会第一个进场布
展的国际品牌行业50强企业，也
是美国凯斯在中国的“首秀”。

2019中国（长沙） 国际
工程机械展览会签约展商
共1150家 ，包括23家“国际
工程机械50强制造商”，不
少企业是首次在中国参展
工程机械专业展会， 凯斯便
是其中之一。

资料显示，凯斯是美国工
程机械品牌的先驱之一，自
1842年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
工程机械领域的各种难题，在
“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制造
商50强” 中排名第18位。此

前，凯斯没有在中国参加过工
程机械展会，此次参展，看中
的是这个展会可以作为其拓
展中国市场的“前沿阵地”。记
者了解到，凯斯的参展产品将
以大挖机和装载机为主，共有
10台套设备，其中包括世界第
一款概念工程机械设备模型。

展会组委会项目总监张
飚透露， 从与凯斯的接触、谈
判到最后敲定参展，时间“磨”
得挺长， 以至于最后签约时，
凯斯虽然确定了800平方米
的展位面积，但表示“有点遗
憾，来得太晚了，没有更多的
面积可以给出来了”。

截至目前，已经有中联重
科、三一重工、广西柳工、美国
凯斯相继开始在长沙国际会
展中心布展。 ■记者 潘显璇

衡阳是一个老工业城市，
衡阳钢管厂、 水口山有色金属
矿等一批老厂矿近年来通过农
行衡阳分行的大力支持， 先后
累计获得贷款14.69亿元，以改
善环境质量为核心， 打赢了一
场又一场漂亮的环保战役。

今年以来，衡阳分行坚决
贯彻市委、 市政府相关指示，
把“大环保”格局放在更突出
位置。农行衡阳分行在调研全
市环保工作现状后，紧紧围绕
衡阳绿色发展方向，统筹谋划
水、气、土三大污染治理战役，
不断提升全市生态环境质量，
助力衡阳打造靓丽的环境名
片。为此，农行衡阳分行各级
各部门以信贷投放为手段，形
成统一工作的合力，落实各方
面责任，把环保治理工作作为

一项长期工作来抓实抓好。
5月2日，笔者来到今年农

行衡阳分行新投放2000万元
贷款支持的百年老矿水口山
工业园区，只见这里厂房干净
整洁，树木错落有致。而就在
两年前，这里还是省环保督办
单位。

早些年， 有市民反映衡阳
钢管厂使用煤炭燃烧产生碳排
放量严重超标、乌烟瘴气，粉尘
污染，废水随意排放，影响了市
区居民的日常生活。 通过金融
机构共同贷款着力支持， 其中
农行衡阳分行在2019年1月初
再追加贷款2亿元支持该企业
发展绿色生产， 有效提升了空
气质量， 附近的居民对此拍手
叫好。

■关细林 潘显璇 经济信息

由《上海证券报》举办的第十六
届“金基金奖”评选结果近日揭晓，工
银瑞信凭借持续领航的综合投研实
力一举揽获三项大奖，刚摘得金牛奖
“海外投资金牛基金公司”，紧接着又
获得金基金“海外投资回报基金管理
公司”， 公司国际投资能力获得了权
威机构的一致高度认可。此外，工银
新蓝筹股票、工银金融地产混合本次
也分别喜提“股票型基金”奖和“偏股
混合型基金”奖。

每年的评奖都是对行业过往表
现的“大阅兵”，其中金牛奖、明星基
金奖、金基金奖及晨星基金奖是获得
中国基金业协会认可、在行业中有着
高度权威性的四大奖项。 经济信息

近日海通证券公布了最新的基金
产品三年综合评级， 在优异业绩的加
持之下， 工银瑞信旗下股债方向共有
10只基金获得“五星”最高评级。

具体来看，在主动股票型基金中，
工银文体产业、工银美丽城镇、工银农
业产业、工银战略转型4只基金获评五
星。其中，工银文体产业凭借出色的业
绩表现，还获得了招商证券和晨星（三
年期） 最新的五星级基金评价。Wind
数据显示，截至4月30日，该基金近3
年累计实现回报为64.92%，同类排名
8/170，超越业绩比较基准达96.25%。

经济信息

5月8日，索恩格中国与长沙经开区就索恩格新
能源汽车技术全球研发中心正式签约， 索恩格在长
沙经开区的工业园二期项目也正式开工。 此次签约
和开工总投资近10亿元，将填补湖南省新能源汽车
高压电机的研发、生产空白，更将奠定长沙新能源电
机在中国乃至全球的领导地位。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农行衡阳分行
助力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

2019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签约展商共1150家

美国凯斯布展筹备中国“首秀”

中国银行签证通，让您出国更方便

投研实力全面优胜
工银瑞信斩获“金基金”
三项大奖

股债群星闪耀
工银瑞信旗下10基金获
海通证券三年“五星”评级

5月8日，索恩格工
业园二期正式开工。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蒋炼 摄

基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