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6月12日讯 今日，
2019年湖南省工业新兴优势产
业链企业股权融资撮合对接会
在长沙举行。 本次对接会由省
工信厅主办， 旨在助力优势产
业链企业拓宽融资渠道， 加快
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当天
发布的股权融资需求显示，华
腾制药等134家优势产业链企
业有124亿元的股权融资需求，

较去年增加43家企业。
现场， 省工信厅与长沙银

行、招商银行长沙分行、北京银
行长沙分行签订合作协议，双方
将围绕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建
设和中小企业融资开展深度合
作，针对“小巨人”企业、制造业
“白名单” 企业等优质中小企业
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并推出相
关特惠金融产品。 ■记者 胡锐

声音

图片·新闻

六月翻滚而至， 高考也即将拉
开序幕，那些成绩优异、叱咤考场的
学霸各身怀秘诀，但归根结底都离不
开科学的学习方法。 投资也不例外，
部分公募基金自成立以来便展现出
“学霸本色”，典型如工银瑞信文体产
业股票。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末，
该基金自2015年末成立以来累计收
益为58.2%，居同期普通股票型基金
前3名，期间跑赢业绩比较基准高达
107.19%，排名同类冠军，为投资者
交出了一份优秀的“答卷”。

Wind数据显示，2016年-2018
年三个完整年度中， 仅有12只普通
股票型基金连续三年均位居同类前
1/3，工银瑞信旗下的工银文体产业
股票、 工银新蓝筹股票同时跻身其
中， 其中工银文体产业股票更是两
度跻身同类前10，表现尤为抢眼。

经济信息

鹏华科创3年封闭基金仅1天完
成募集，首募规模超30亿元，有效认
购申请确认比例为32.87%， 同期募
集规模最高，获配比例最低，有效认
购总户数为49236户，深获投资者认
可与信赖。 鹏华基金副总裁高鹏表
示，“鹏华科创3年封闭基金同期募集
规模第一，此次鹏华科创3年基金发
行获得近5万客户的支持，心怀感恩，
不负所托。 科创板投资者服务的征
程才刚刚起步， 我们会坚持以持有
人利益为核心，通过创新服务活动，
不断提升客户投资体验， 为客户创
造长期价值。”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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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新华社转发《新华每日电讯》评论称，格力在
空调业内投下一枚重磅“炸弹”。这场空调巨头的“大战”,不
应成为“口水战”,而应指向提高中国空调的质量水平,提高
行业透明度,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据报道，6月10日晚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已通知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将依
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依法依规做出处置。 浙江宁波市鄞州区
公安分局也表示, 该局6月10日受理了奥克斯集团关于被损
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报案,将根据事实依法调查。

评论还称，期待带来一场“行业体检”。文章说,目前监管
部门的强势介入和全面调查,对打破“口水战”的僵局很重要,
真理越辩越明,事实越查越清。希望这次举报事件,能推动空调
全行业的质量、标识调查,不能止于当事两家企业。用一场全
行业的“大体检”,提升行业透明度,让诚信的企业更有竞争力。

格力曾在长沙举报，检测尚未出结果
新华社：不能止于当事两家企业，期待一场“行业体检”

《格力举报奥克斯，你的观点离法理远吗》后续

本报6月12日讯 6月10
日，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最
新经销商库存指数， 同比上升
4%，库存水平连续17个月在警
戒线以上。

为应对高库存， 各车企掀
起一股低价促销风， 七折一口
价、五折限量售、到店购车好礼
相送……低价促销能否力挽狂
澜，破解经销商高库存之忧？

“车卖不动， 库存压力山
大。”6月11日， 长沙某汽车4S
店工作人员向三湘都市报记者
诉苦称， 今年以来车市仍普遍
不景气，面对厂家压货，从销售
一线到老板都深感压力。 而在
长沙， 遭遇类似境遇的汽车4S
店其实不在少数。

6月10日， 中汽协调查显
示，5月份库存深度最高的五个
品牌分别为广汽传祺、 东风悦
达起亚、东风雪铁龙、奇瑞、长
安乘用车。

在分析当下车市库存高企
的原因时，业内普遍认为车市渐
趋饱和，汽车排放国六标准即将
实施， 以及车企多年未变的生
产、营销模式是导致经销商高库
存的主因。

猎豹CS9�1.5T手动版五折
销售，限量3台。6月10日，本地

车企猎豹汽车微信公众号发布
促销信息。 除了上述配置外，
CS9还另有三款配置限时直降
2.9万元到3万元不等。

其实推出半价促销的车企
远不只猎豹汽车。 天猫618宣
布，5月30日10点起，每天推出
一台半价车秒杀， 品牌覆盖别
克、大众、宝骏等，最低1.99万
元就能买辆汽车。

除了线上的促销， 线下店
的促销一样如火如荼。“简单粗
暴的降价促销才最有效。”长沙
一名汽车销售人员介绍， 上半
年考核即将到来，4S店为了冲
销量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促
销。另记者还发现，近日还有车
企在对自己员工做五折促销，
以及走进其他企业单位进行内
部促销。

根据全国工商联汽车经销
商商会发布的抽样调查 ，有
66%的经销商表示，截止到7月
1日，消化不完“国五”库存车，
其中60%的经销商会积压100
台左右。

“即使上演各种花样大促
销， 但短期仍将无法彻底消除
国五库存车， 高库存或许还将
维持一段时间。”本地资深业内
人士受访时表示。■记者 胡锐

6月12日，格力举报奥克斯造假事件仍在继续发酵。
6月11日下午， 格力电器法务部副部长李明晶在媒体见
面会上透露，格力几个月前曾向湖南、湖北、河南、广东
等多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实名举报，目前有些初检不
合格的产品正在进一步的复检之中。12日下午， 三湘都
市报记者证实“确有其事”，而且是李明晶专程前往长沙
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目前相关部门检
测尚未出结果。 ■记者 黄亚苹

12日， 记者联系上格力电
器湖南分公司有关负责人求证。
据其回忆， 大约5月14日前后，
格力电器法律事务部副部长李
明晶专程前往长沙市场监管部
门举报奥克斯空调，相关处室予
以受理。截至目前，还未公布检
测结果。 对于具体的相关细节，
他表示不是很清楚，“因为举报
和后续工作均由总部法律事务
部具体负责。”

随后，记者致电李明晶，他

对在湖南实名举报一事予以确
认，“我们之前确实已经在湖
南、湖北、河南、广东等多地市
场监督管理局对奥克斯进行了
实名举报。”同时，李明晶表示
“结果还没出来，不方便在细节
上做更多的交流。”“我们现阶
段的诉求就是希望有关部门正
常执法，依法行政。”他还解释
说，“不希望舆论在相关部门办
案过程中带来一些额外的影响
和压力。”

曾向长沙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奥克斯
“结果还没出来，细节不便透露”

6月11日下午，格力电器在
珠海总部召开媒体见面会，并
现场拆解奥克斯空调， 指其虚
标能耗。 格力电器家用空调技
术部副部长王现林指出， 奥克
斯空调实际能效值跟它的标称
值存在很大差距， 而且严重低
于国家对空调准入门槛3.2的
门槛值。他认为从技术角度看，
可能是在设计时有意而为。另
外在检测时发现， 奥克斯空调
配置二级和三级的两款产品完
全一样， 也就是说把两个一样
的东西分别标成二级和三级，
一个卖二级的价格， 一个卖三
级的价格。

6月12日中午， 奥克斯空
调发布《关于奥克斯空调对于
格力提出能效质疑的声明》，
再度回应格力对奥克斯空调
能效提出的质疑。《声明》 称，

奥克斯所有出厂产品均经过
“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司奥
克斯空调测试中心” 检测，并
提交检测报告等材料到能效
标识管理中心备案， 并出具8
款被举报型号产品的能效标
识备案证明。“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等每年都会对市场在售产品
做质量监督随机抽查，自2016
年-2019年， 奥克斯空调被随
机抽检累计29次，涉及19个产
品，抽检产品100%合格。其中
涉及本次友商‘举报’产品一
个 （KFR-25GW/NFW+3）。”
奥克斯方面强调，为消除广大
消费者疑虑，澄清事实，公司
已提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委派权威检测机构对奥克
斯产品进行监督检测，检测报
告出具后将及时向大众公布。

格力现场拆解奥克斯空调
奥克斯回应：已提请总局监督检测

6月12日，在湖南蓝印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厂房内，工
人将染色后麻布上的黄豆、石
灰浆刮去。

2010年， 在外经商的邵
阳县人杨彩虹看到家乡的蓝
印花布项目在上海招商，勾起
了儿时的回忆， 决定返乡创
业，并在全县范围开展制作蓝
印花布的培训。目前，公司已
吸引200多名妇女就业，还带
动当地2000多名农民种植蓝
印花布制作原料黄豆、蓝靛。

新华社 图

蓝印花布
染出脱贫梦

不能止于当事两家企业，期待一场“行业体检”

五折买库存车，算是捡便宜了吗
汽车库存压力山大，线上线下上演“花式”促销，五个品牌库存最多

“研” 值出众打造股基学霸
工银瑞信文体产业持续领
跑同类

134家企业发布124亿元股权融资需求

鹏华基金副总裁高鹏： 不负
所托，为鹏华科创4.9万投资
者创造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