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图片·新闻

在浪漫的“520”前夕，1注
含金量颇高的双色球一等奖降
临星城，将821万元的大红包送
给了幸运的“她”!

5月19日， 福彩双色球第
2019057期开奖， 开出红球号
码：4、5、6、8、13、18，开出蓝球：
16。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7注，
单注奖金821万余元，中奖省份
包括黑龙江2注,上海1注,湖南
1注,四川1注,陕西1注,深圳1
注。 我省长沙彩民喜中1注头
奖，中奖福地为：长沙市芙蓉区
43014073号福彩投注站。计奖
后，双色球奖池已回升至6.06亿
元，2元就有可能中得1000万
元。 ■木子 经济信息

821万元双色球
大奖青睐星城彩民

近日，中国银行湖南省分
行将银行柜台“搬到”了企业
厂区，上门为企业员工办理银
行业务，让数以千计的客户享
受到了集中办理业务的优质
便捷服务，企业员工纷纷赞不
绝口。

中国银行的移动柜台服
务真正打破了网点物理渠道
的限制，实现了三尺柜台与金
融服务的智能化和可移动化，
客户足不出户即可通过中行
移动柜台办理借记卡开立、网
银手机银行签约、信用卡申请
及理财基金购买等多项业务。
同时， 移动柜台采用先进的
“活体检测”技术，依靠设备终
端配置的“红外双目摄像头”，
实现无感活体检测，有效保障
金融服务的安全性，无需客户
做出任何动作即可进行身份

验证，让客户真正享受到新科
技带来的便利。

据悉，中国银行能够走出
网点为各类客户提供高效的
上门服务，全靠一台移动柜台
设备。它体积不大，仅需一个
行李箱便能随身携带，但操作
界面简洁、各项业务功能一应
俱全。中国银行移动柜台的各
项业务功能正在不断完善中，
未来将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升
级目的，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快
速、简便、高效的优势，努力打
破银行服务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实现“客户在哪里，柜台就
开在哪里”的目标，使银行与
客户沟通更顺畅，服务更人性
化，进一步满足广大民众对基
础金融服务的需求。

■通讯员 熊婧怡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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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
定投体验？ 基金公司也在持续
探索。 已坚持推广定投14年的
老牌公募基金公司———融通基
金日前在智能定投领域又有重
大创新， 推出公募基金行业首
个以定投为主题的理财APP
“融通定投宝”， 开启公募基金
行业先河。

据悉，“融通定投宝”是一款
主打“一站式定投管理”的基金
理财APP，具有智能买入、策略
止盈、定投生命周期管理、智能
定投陪伴等创新服务。值得一提
的是，“融通定投宝”的定投策略
由融通基金指数与量化投资部
提供策略组合开发，该团队长期
专注于量化投资领域，成员专长
涵盖量化选股、智能算法、投资
策略开发等。 经济信息

4月下旬以来，A股出现大幅
调整，尤其5月开门就迎来大跌。天
弘基金旗下主动股票型基金天弘
文化新兴产业却表现坚挺。Wind
数据显示，天弘文化新兴产业单位
净值在4月 24日达到历史高点
1.3862元，在这轮调整中，其净值
最低探至1.2713元，而到5月16日，
单位净值又回升至1.3840元，距离

历史高点仅一步之遥。
事实上， 能涨抗跌正是天弘文

化新兴产业基金的一大优势。 历史
数据显示，该基金成立于2017年8月
9日， 剔除2017年下半年的建仓期，
这只基金自2018年以来的五个多季
度里，多数时候净值走势表现较为稳
健，股市涨时净值多涨，股市跌时净
值少跌甚至逆势上涨。 经济信息

现金分红是上市公司回报投
资者的重要方式，也是长期价值投
资的重要参考指标。2018年上市
公司分红再创新高，据证监会公布
信息，2787家上市公司共实施现
金分红1.15万亿元，股息率从2014
年的1.85%增至2018年的2.41%，
与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指
数等国际指数大体相当。

截至5月10日，2017年分红
TOP50的公司，在2018年、2019年
以来平均涨幅分别为 0.01%和
18.41%， 而同期上证综指涨跌幅
分别为-11.13%和17.86%，其中深
市高分红公司表现更优，区间收益
率分别为5.81%和32.23%，展现出
良好的抗跌性和收益性。

经济信息

由于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近期
股市有一定震荡波动，但仍有部分
基金保住了前期收益。 其中华商基
金在强大的投研体系支持下， 产品
业绩表现尤为亮眼。银河数据显示，
2019年1月1日至4月24日，华商基金
旗下24只产品涨幅仍超20%，其中，

华商新趋势优选、华商乐享互联网、
华商创新成长等多只基金涨幅更是
超过了40%。与其追求“爆款”产品，
不如踏踏实实选一只值得“长相厮
守”的绩优基金，而华商基金正是凭
借这样的“气质”成为众多投资者
的倾心之选。 经济信息

本报5月20日讯 今天，
在长沙举办的湖南省重大项
目政银企合作对接会，发布了
一批我省今年计划实施的重
大项目。

会上， 湖南省发改委推介
了一批重大项目和配套政策。
“在补短板重点项目方面，全省
计划实施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
补短板重点项目148个，总投资
1.68万亿元。其中，包含黔张常、
常益长高铁、平益高速公路、长
沙机场东扩二期等基础设施项
目83个。”湖南省发改委党组成
员、副主任王亮方介绍。

全省补短板重点项目

项目有148个，其中，超过
五成投资投向了黔张常铁路、
常益长铁路、 平益高速公路、
长沙机场东扩二期、 长株潭
“三干两轨” 等83个基础设施
项目，总投资8935亿元。另有
一批社会民生、乡村振兴和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
和脱贫攻坚项目。

“五个100”重大产业项目

今年，全省计划实施重大
产业项目119个，总投资4149
亿元。其中，中联智慧产业城
(一期)等高端装备制造项目12

个，京东亚洲一号长沙望城物
流园等现代服务业项目26个。

省重点建设项目方面

计划实施省级重点建设
项目196个。 主要为对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
骨干项目，其中，南方公司航
空动力产业园、轨道交通先进
制造等产业发展项目138个，
蒙华铁路湖南段、安乡至慈利
高速公路、 郴州北湖机场、湘
西机场等交通、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46个。

重点推进的PPP项目

统筹做好防风险与稳增
长工作。去年以来，湖南相继
发布两批PPP项目清单，共
210个项目。其中，岳阳市中心
城区污水综合治理、郴州市餐
厨垃圾无害化处理等生态环
保项目40个，长沙高铁西站产
业新城一期等重大市政工程
和交通设施项目36个。

据了解，此次对接会的举
办，促成了工业、农业、旅游、
基础设施等46个项目有效对
接，现场签约效果明显，签约
金 额 828.2 亿 元 ， 总 投 资
2044.5亿元。

■记者 卜岚

全省今年投资1.68万亿元“补短板”
计划实施“五个100”重大产业项目119个，总投资4149亿元

中国银行移动柜台方便千万家

股市跌净值涨，天弘文化新兴产业坚挺

公募业内首创
定投主题APP问世

华商基金业绩亮眼成投资者倾心之选

红利策略展现超强“魅力”
工银深证红利ETF涨幅持续居同类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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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为公司5月20日就谷歌
暂停与华为部分业务合作发
布声明，称“华为有能力继续
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华为和
荣耀品牌的产品，包括智能手
机和平板电脑，产品和服务在
中国市场不受影响。”

华为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华为作为重要的参与者，为
安卓的发展和壮大做出了非
常重要的贡献。华为有能力继
续发展和使用安卓生态。

据新华社

华为回应谷歌暂停合作

产品和服务在
中国不受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