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0日，“2019中国保险品
牌影响力论坛”在京举行，论坛揭
晓了2018-2019年度“金诺奖”，
中国太保六则品牌案例获奖，是
获奖最多的保险公司。 其中，“中
国太保与中国女排品牌联合传
播”案例，因“‘点滴付出，只为这

一刻’，将中国女排的拼搏、协作
和坚持内化为品牌基因， 提升了
品牌格局”，获评年度品牌影响力
案例。“金诺奖”由《中国保险报》
主办， 是目前保险业最有影响力
的品牌评奖。

■通讯员 陈婧 经济信息

中国太保六则品牌案例获评“金诺奖”

9月1日晚，中国福利彩票双
色球游戏进行第2019102期开
奖， 当期开出红球03、08、12、
16、20、32，蓝球12。全国共中出
一等奖18注， 单注奖金578万余
元。中出这注头奖的幸运站点为
长沙市天心区木莲冲路天天向
上105号43019867站点。

近日，中奖者陈先生来到了
省中心兑取大奖奖金。陈先生是
一位有着二十多年彩龄的老彩
民， 双色球、3D、 七乐彩都有涉
猎，但是独爱双色球，可以说是
期期不落。购彩的这些年，陈先
生中过一次二等奖还有一些小

奖。 每次购彩选号则非常随心，
感觉还不错的时候就会自己研
究一下号码， 有时也会机选，但
是自选还是首选。 对于蓝球，陈
先生自信地说自己还是比较有
把握的，也因为蓝球让自己时不
时感受一下中奖的小喜悦。这次
中奖的号码就是自己根据走势
和投注站的推荐选出的一注7+2
的复式， 所以除了中了1注一等
奖之外， 还中得1注二等奖，6注
三等奖，6注四等奖， 奖金共计
589万余元。

陈先生在当天晚上就知道
自己中奖了，赶紧跟家人分享了

这个好消息，商量决定陈先生自
己一人来到省中心兑奖。对于奖
金的支配，陈先生表示暂时还没
有打算。 ■钟琪 经济信息

随心选号中大奖，享受中奖小喜悦

本报9月10日讯 记者今日
从湖南省音乐家协会获悉，9月9
日晚， 国家一级词作家、 湖南省
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佘致迪先
生因突发脑部疾病在长沙逝世，
享年77岁。

佘致迪先生1942年出生，湖
南邵东人，诗人、词作家、曲艺家、
文学评论家、国家一级编剧，曾任

中国音乐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湖
南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湖南省
音乐文学学会会长，作词歌曲《辣
妹子》、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主
题曲歌曲《猎人魂》等在全国颇有
影响，广为传唱。其代表诗作《咱
是公社一棵秧》《清洁工人》《我们
都是一家人》《中国心， 世界心》
《活着就爱》。 ■记者 吴岱霞

《辣妹子》词作者佘致迪病逝

壹号座品设置的提醒牌。 记者 黄亚苹 摄

基金资讯

9月4日， 在隔夜美股收跌的
背景下，恒指放量收涨3.9%，报收
于26523.23点，日内上涨近千点，
创去年11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对此， 天弘港股通精选基金
经理刘国江并不感到意外。9月3
日他刚在公司内部路演中强力

推荐了港股的投资机会。 他表
示， 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对比，港
股目前均处于极度低估状态，中
短期来看，利空基本出尽，有望
迎来超跌反弹。长期来看，港股
中长期盈利和估值有望双双提
振。

送餐“最后100米”：外卖员只能坐货梯？
外卖员：不应被区别对待 管理方：能起到分流效果 消费者：半数以上认为可乘坐客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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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金融不良资产包合作处置选聘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现面向社会公开选聘社会中介机构合作处置所持有
的农业银行张家界分行金融不良资产包债权，债权总
额 3498.87 万元，其中债权本金 1460.92 万元。

合作的社会中介机构包括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
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资产服务商、投资咨询等
社会中介机构，但不得为自然人、外资企业及机构。 合
作方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依法成立、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有效存续
的社会法人或机构；2、 具有一定的专业能力及优势，
对金融不良资产管理和处置具有丰富的经验或具有

其他优势；3、最近三年不存在违法犯罪记录以及被行
政主管部门处罚的历史记录。

如有意向者请于 2019 年 9 月 18 日前与我司
联系。

联系人：林双群
联系电话：0731-84111129
联系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 号

鑫远国际大厦 B 座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 年 9 月 11 日

9月9日，外卖员钟先生忿忿地向三湘都市报记者表示，一周前，他在长沙壹号座品写字
楼送餐时被物管员拦下，该楼物业要求所有外卖员、快递员绕行至货梯送餐、送件，“送外卖
3年，第一次被区别对待。”记者走访发现，仅在长沙市五一大道上，就有湖南投资大厦、五一
中央领御等20多个写字楼要求外卖员乘客梯送餐或将餐食放置在一楼取餐点。 管理方认
为，此举能避免外卖员在出行高峰占用电梯资源，同时加强对外来人员的管控。

外卖员被要求乘坐货梯送餐，你怎么看？（扫报眉右上角二维码看视频）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何贻花

“外卖员不能乘客梯， 想起就火
大。换乘之后还是要从客梯上去，根本
没有起到分流的作用。” 钟先生说，他
曾多次就“外卖员被区别对待”的情况
与壹号座品管理方和融物业沟通，对
方均以“公司规定”将其拒之门外。

钟先生所言是否属实？9月10日
中午， 记者提着2个用纸袋封好的外
卖，来到壹号座品B座尝试送餐。记者
看到，在该楼入口右侧摆放的一块指
示展板提示，“外卖、快递人员不能从
大堂通过，请走到写字楼后面乘货梯
到二楼再转乘专用电梯出入。”

听到记者询问地址，在入口处值
守的物管员指向展板，要求记者绕行
送餐。根据指引，记者绕行近百米后
才找到颇为隐秘的送餐通道入口。记
者发现，要想到达换乘区，得先从一
处隐蔽的小门处爬上二楼，穿过无人
使用的架空层，进入货梯等待区，4台
货梯只有2台正常运行， 等待2分钟
后，记者才走进送餐货梯。

“送外卖也是服务行业，不应该被
区别对待。况且送餐电梯这么隐蔽，第
一次送餐根本就找不到。”等待电梯间
隙，一名提着餐食的外卖员说。

体验
乘坐货梯得绕行近百米 记者走访发现， 要求外

卖员乘货梯送餐的情况，并
非只出现在壹号座品一处。
在万达广场A座大堂， 货梯
旁同样摆放着一块“外卖和
货物， 一律请走货梯” 的指
示牌。

除了不可乘坐客梯的管
理方式， 更多写字楼则直接
禁止外卖员进入。

9月9日12时， 泊富国际
广场写字楼门口， 一位女士

不时用手机刷新着订餐页面
的骑手实时位置，“这里不允
许外卖送上楼， 只能自己下
来取。” 在等待近10分钟后，
外卖员一路小跑把外卖送到
她手中。

外卖员周先生介绍，仅在
自己曾负责的配送区域，就有
湖南投资大厦、 五一中央领
御、 盛大金禧国际金融中心、
万达广场C2座等10个写字楼
不允许餐食被送上楼。

现状 不少写字楼将外卖员“挡”在门外

关于“你是否同意外卖
员坐货梯上楼”这一问题，记
者随机采访了10名消费者，7
位受访者认为， 在不影响他
人的前提下， 应该允许外卖
员乘客梯送餐， 即使禁止外
卖员进入写字楼， 也该让他
们“有瓦遮头”。万达广场物
业工作人员表示， 让快递员
乘坐货梯上楼， 是因为高峰
期电梯运力不足， 此举能起
到一定的分流效果。

为破解最后100米用户
取餐难题， 外卖取餐方式也
在持续“优化”。在长沙中信
大厦负一楼， 就设置了一个
用户取餐点。记者看到，被分
割成44个取餐格的透明取餐
箱中， 已经塞入了等待取件
的餐食。一名消费者介绍，外
卖员将餐食放入带编号的独
立小格后， 会将编号告诉用
户，“取餐柜节省了双方时
间。”

优化 部分写字楼设置取餐箱

今年以来，消费、农业、电子持
续“高温”，相关主题基金和重仓相
关股票的基金收获颇丰。 例如，工
银新生代消费、 工银农业产业、工
银主题策略等，年内涨幅高达40%
以上。根据Wind数据统计，自带光
环的科创板基金中，有3只产品8月
份收益率达到5%以上， 其中首批
科创板基金中唯一一只封闭式产

品———工银科技创新3年， 不仅以
5.36%的净值增长率排名前三，而
且年内累计涨幅达11.32%， 在所
有科创板概念基金中夺得冠军。今
年以来截至8月末， 工银瑞信旗下
14只行业主题基金收益率超40%，
旗下涨幅在40%以上的偏股基金
有17只，跑赢基准实现超额收益逾
20%的偏股基金达15只。

工银瑞信17只偏股基金年内收益超40%

天弘基金刘国江：看好大消费龙头

近期，受多重利好影响，上证
指数再次冲击3000点。A股市场
出现明显的结构性机会，消费、医
药、 科技等核心资产板块表现突
出， 提前布局的基金业绩获得了
不俗的业绩。据银河证券数据，年
内以来截至9月6日， 融通基金旗
下2只基金业绩回报超过60%，3

只基金业绩回报超过50%。 融通
基金权益投资总监邹曦认为，在
通胀明显恶化之前， 低利率和低
回报率的状态将保持， 核心资产
效应仍将持续， 周期投资品行业
的部分龙头公司具备了明显的核
心资产特征， 而且估值仍普遍处
于低位，存在估值跃迁的可能性。

融通基金5只基金年内收益超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