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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经贸博览会组
委会秘书处常务副秘书长
罗建军介绍，对湖南而言，
中非经贸博览会是我省第
一个国际性、国家级、常态
化的经贸平台， 是我省实
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
略、 建设开放强省的重大
机遇， 有利于对外展示湖
南新形象， 提升国际影响
力。同时，也将推动我省优
势产业和产品走进非洲以
及引进非洲优势产品，深
化对非合作， 打造开放型
经济新增长点。

省商务厅厅长徐湘
平表示， 中非经贸博览
会还有一个重大亮点，
就是坚持“授人以渔”的
理念， 宣传对非经贸合
作成功案例、 对非经贸
合作推广方案，传播“中
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
方案”。目前，已面向全
国征集到案例方案245
个，按照“可复制、可推
广、可借鉴、可持续、可
落地”的原则，精选了101
个优质案例方案， 将以
中英法三种语言结集出
版。同时，将从101个优质
案例方案中再遴选约40
个方案， 运用声光电影
等现代技术在博览会案
例方案展区展出， 打造
对非经贸合作“方法论”
的精品盛宴。

另据了解， 在筹办
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
的同时， 组委会也建立
了一系列保障机制和落
地举措， 目前均已取得
积极进展。比如，长沙至
肯尼亚内罗毕直航将于
6月12日首航； 中非经贸
合作研究院、 中非经贸
合作促进会等积极筹备
中； 网上博览会和中非
经贸数字平台即将上
线， 将打造成对非跨境
贸易新平台等。

国内汽油、 柴油价格将
再次上调。国家发展改革委
5月27日发布消息，根据近
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
况， 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
形成机制，自5月27日24时
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
吨均提高50元。 本次调价

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
上调约4分。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
内， 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先升
后降， 总体较上轮调价周期
变化不大。 国家发改委价格
监测中心分析说， 尽管以美
元计价的国际油价变化较

小， 但考虑到同期人民币对
美元汇率贬值因素， 国内汽
油、 柴油零售价格仍小幅上
调。 预计石油输出国组织产
量政策和中东地缘政治局势
是影响国际油价后续走向的
主要因素。

■据新华社

近日， 交通银行旗下控
股子公司交银国际控股有
限公司和交银国际信托有
限公司在上海发起设立“交
银科创股权投资基金”，该基
金由交银国际（上海）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基金
管理人。目前已通过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并
完成首批投资项目审核。

该基金是交银集团主导
的专注科技创新领域的首
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
投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

材料、生物医药、智能制造与
工业物联、 新一代信息技术
等领域具备“四新”特征，拥
有关键核心技术，具有较高
成长性的科技型、 创新型企
业。 另外， 通过投贷联动策
略，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投资
+贷款+IPO保荐+并购融资
+财富管理” 综合化金融服
务，为科技企业金融赋能。

交银科创股权投资基金
的设立是交银集团贯彻落
实中央设立科创板试行注
册制战略任务的切实举措，

也是交银集团发挥总部优
势、 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
现， 进一步强化了集团一体
化协同能力， 能够全面发挥
牌照齐全优势， 有效促进产
品创新和财富管理品牌建
设。下一步，科创基金将不断
强化与地方政府引导基金、
产业投资机构、上市公司、各
地分行的合作沟通， 将该基
金打造成交银集团旗下针对
科技创新领域的旗舰基金。

■蒋浩 潘显璇
经济信息

5月26日， 以“极简服
务， 悦享阳光” 为主题的
2019阳光人寿湖南分公司
客户节暨健步走活动在湘
潭拉开帷幕。本届客户节以
倡导简单、绿色、健康生活

为目的，向客户们介绍“一
站投”、“全速享”和“疾”先
锋等“极简”服务，让客户感
受到更简单、 更快捷的服
务。截至2018年底，阳光人
寿湖南分公司共实现保费

收入近44.7亿元，为数十万
名客户提供了全面细致的
保险保障服务，理赔支付近
1.4亿元。

■通讯员 彭溪
经济信息

首届中非经贸博览会进入倒计时30天 上千非洲嘉宾将聚“国际湘”说大事儿

下个月，在家门口就能买到非洲特产啦

■记者 潘显璇

丰富活动构建双向交流桥梁
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的主会场设

在长沙圣爵菲斯酒店，展馆设在湖南国际
会展中心，包括开幕式、专题研讨会、经贸
洽谈会等14场活动以及1个展览展示。其
中，开幕式在6月27日上午举行，将举行重
大项目签约仪式。

展览展示设有中非经贸合作成果展
区、非洲国家展区、案例方案展区、中国省区
市展区、企业展区、网上博览会展区六大展
区，共计4.3万平方米。此外，还将开设网上
博览会，在湖南高桥大市场建立“非洲商品
展销馆”，长期展示展销非洲国家特色优质
产品，打造永不落幕的博览会。

吸引千余名非洲嘉宾参会
记者从发布会上获悉，国内外各界高

度关注中非经贸博览会，各方参会参展热
情高涨，报名嘉宾客商远超预期。截至5月
24日， 已有52个非洲国家的1388名嘉宾
报名并确认参会；联合国驻华机构、非洲
联盟、世贸组织、国际贸易中心、盖茨基金
等国际组织已报名参会。 国内方面，31个
省区市（含湖南）、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个
计划单列市、16家一级央企和100多家央
企子公司或控股公司、近800家行业重点
企业参会或参展，6个省区市意向举办省
区市对非投资合作推介会。预计到会专业
采购商将达到5000余人。

授人以渔， 打造
“方法论”的精品
盛宴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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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发行 主流权威 微信办理

◆彭彦珺（父亲：彭冠洪，母亲：刘
梦花）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T430218280，声明作废。
◆陈哲涵（父亲：陈江，母亲：雷利
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081204，声明作废。
◆何文静（父亲：何胜红，母亲：朱
亚玲）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G430563795，声明作废。
◆湖南省津市监狱一监区警
察余霞林，铁警号 4303242遗
失，现声明作废。

◆王伟遗失长沙大学计算机应
用与维护专业毕业证证号 1107
7520010600200，声明作废。

◆余艳玲遗失执业药师资格证
书，专业：西药学，考试通过年
份：2015 年 10 月 18 号，证号：
00427878，声明作废。

◆刘顺梅遗失湘潭市岳塘
区岳塘国际城单位开具的
购房发票四张，发票号分别
是 2017052460；2017054225；
2017054226；2017054227 金
额分别是 100000 元；178669
元；27532 元；5387 元，声明作废。

遗失公告
花垣县李林烟酒副食批发（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433124M
A4LN2MK8N，经营地址：花垣
县边城家园物业办公室 1 号门
面）遗失 2016 版增值税普通发
票一联卷式空白发票，发票代码
为：043001700107，发票号码为：
35113628-35113700，共 73 份及
开票机一台(机器编号：8899074
046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艾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岳阳楼分局 20
11 年 9 月 21 日核发注册号 4306
00000052992 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成知创业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1
年 12 月 24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301002013487；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73474052-6；遗失公章，声明作废。

中非“湘”约，牵手未来。6月27日至29
日，第一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将在湖南长沙举
办。 届时，50多个非洲国家的千余名嘉宾、
世贸组织等诸多国际组织、 超过5000人的
专业采购商等将齐聚长沙，就中非经贸合作

进行交流、洽谈、签约。5月27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博览
会的活动安排以及筹备情况。

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一
季度市场上涨过快的双重影
响下， 二季度以来A股市场
呈现宽幅震荡走势， 截至5
月15日，二季度上证综指和

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4.92%
和9.73%。 但也让新基金布
局迎来了黄金期。其中，5月
24日正式开始进入募集期
的富国中证军工龙头ETF凭

借较好的发行时机、 军工板
块前景广阔和强大投研团队
做后盾等多重优势获得市场
普遍关注。 经济信息

熊市或震荡市开始定投，
在低位积攒份额，随后市场不
断走高，大牛市收获，这个过
程， 就是一次微笑曲线的轨
迹。市场没有永远的“微笑曲
线”，其后大多紧跟着“倒微笑
曲线”，又叫“伤心曲线”。

业内专家表示， 定投也
需要专业化管理，见好就收，
及时止盈， 避免市场反转向
下时出现“伤心曲线”而转为
亏损。

基金定投是能够通过
纪律化的操作，克服人性弱

点的投资方式。“融通定投
宝”让定投的优势最大化发
挥，帮助基民有效克服“伤
心曲线”的困扰，把握每次
微笑曲线机遇，轻松定投，锁
定收益。

经济信息

汽油、柴油价格今起每升再涨4分钱

交银集团设立科创股权投资基金
投贷联动支持战略新兴科技企业

阳光人寿湖南分公司举办客户节

“微笑曲线”后紧跟“伤心曲线”?

亮点

本届博览会将举办开幕式在内的14
场活动。其中，专题研讨会共有4场，分别是
中非农业合作发展研讨会、中非基础设施
和融资合作对话会、 中非双边贸易促进
研讨会、 中非经贸合作区发展研讨
会。3场经贸洽谈会分别是非洲国家
投资合作推介会、参会省区市对非
投资合作推介会、中非经贸合作磋
商会。此外，还将举办3场专业论
坛， 包括非洲四国投资对话会、
2019中非民营经济合作论坛、第
二届中非开发性金融论坛暨2019
年中非金融合作银联体高官会。
由长沙市政府主办的国际稻作
论坛将同期举行。

关注

项目合作方面，截至5月24日，共征
集各类合作项目233个，金额总计约747
亿美元。项目来源覆盖央企、省区市国
企和对非合作重点民企， 涵盖乌干达、
加纳、科特迪瓦、尼日利亚、刚果金、肯
尼亚等39个非洲国家，涉及投资、贸易、
工程承包等类别。

博览会将举办
哪些活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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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征集
合作项目233个 关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