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第二个进境监管场地获批
手机一点
进口海鲜到家

图片·新闻

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快
速发展， 私募基金已经成为
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一员，
为老百姓财富管理提供助
力。但是，投资者自己还是需
要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 华夏基金提醒各
位投资者，辨真伪，识风险，
做理性私募投资者。 在进行

私募投资时， 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一是，要摸清情况。二是，要
警惕高收益“陷阱”。“天上不会
掉馅饼”， 收益与风险成正比，
不可能存在无风险的高收益。
三是，要持续关注。投资者若发
现重大风险， 要及时向监管部
门或基金业协会反映。

■经济信息

日前，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 中国基金业协会分
别发布二季度全国企业年金
业务数据、 基金公司养老金
管理规模榜单， 银行系旗舰
公司工银瑞信力拔头筹，不
仅继续蝉联含社保、 基本养
老、 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在
内的基金公司养老金管理规
模榜单首位， 而且其管理的

企业年金较一季度不仅业绩得
到持续提升， 含权益类组合业
绩拔尖， 而且年金组合数量及
规模亦稳步增长， 目前工银瑞
信共管理153个企业年金组
合， 企业年金管理规模较一季
度增长近54亿元，达到1065亿
元，继续领衔基金同业，在全部
23家企业年金管理机构中位
居前4。 ■经济信息

全省5G套餐预约用户破千万 5G网络信号连续覆盖目前仅限长沙主城区

用上不间断5G信号，还得等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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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预约用户破千万，移
动抢得六成

虽然三大运营商对何时
推出“5G商用套餐”均回应
称“暂时没有确切消息”，但
这似乎丝毫不影响消费者急
于体验5G的热情。据三湘都
市报记者统计， 截至10月11
日17时，三大运营商5G套餐
预约用户数量已超过1127.4
万。而在2天前的10月9日，这
一数字就已突破千万。

9月20日，中国移动率先
打响5G套餐商用预约战；9月
29日，中国联通、中国电信对
外开放5G套餐预约。目前，中
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5G预约用户数分别为663.7
万、229.8万及233.9万。

在5G商用这场抢人大战
中，运营商均对首批预约用户
给予专属折扣。如，中国移动
用户订购5G任意档位套餐，
可连续享受6个月套餐费折
扣。 折扣按用户入网时长划
定， 网龄5年以上7折优惠、5
年以内8折优惠。中国联通和
中国电信均对网龄3年及以
上用户， 给予5G套餐7折优
惠， 另有5G甄选号码购买、
5G手机优惠购买等特权。

市民通过App可查看5G
网络覆盖情况

5G套餐发布在即，湖南区
域内5G基站建设情况如何？据
三湘都市报记者了解，消费者
可在三大运营商官方App查
看所在区域5G网络覆盖情况，
就近体验5G高带宽、低时延带
来的高速上传、下载速度。

记者从湖南移动获悉，该
运营商已在全省14个市州开
通5G站点，年内计划在全省建
设1600多个5G基站， 实现长
沙、 株洲城区5G网络连续覆
盖，以及其他12个城市热点区
域的5G信号覆盖。

此外，湖南电信也已在全
省14个市州分公司全部开通
了5G基站，并率先开启5G+湖
湘旅游、5G+大数据慢病检测、
5G+工业智能制造等10大垂
直行业的5G创新实践。 预计
2020年，湖南电信的5G网络将
覆盖到全省各市州主要城区。

5G信号方面，目前，湖南
铁塔全省已完成322个5G基站
的通信杆塔和配套设施的建
设，三大运营商基本已经在全
省所有市州开通了5G站点，并
实现了在长沙主城区5G网络
信号连续覆盖。

本报10月11日讯 支付购房
款或者房产相关契税， 今后不能
用信用卡随意刷了。 在监管要求
下，近期不少银行发布通知，叫停
了信用卡在房地产类商户的刷卡
消费，而刷信用卡支付物业费，也
有额度限制。

记者注意到，今年9月，多家
银行相继发布公告， 称根据监管
部门要求， 限制信用卡资金流入
房地产领域，在开发商、房产中介
等买房时禁止用信用卡交易。

9月30日， 光大银行称将于10
月8日起对信用卡资金流入房地产

类相关领域的交易进行管控；9月
27日，招商银行宣布，招行信用卡
不可在房地产类商户进行交易。

9月26日和9月12日，建设银
行和兴业银行也分别叫停信用卡
在房地产类商户的透支交易。

实际上，早在2017年，部分
银行即对信用卡涉房类交易进行
了限额， 而近期多家银行直接全
面叫停，可见监管更严格了。

记者还注意到， 除了买房时
信用卡交易被叫停， 物业费等领
域的消费也受到了额度限制。

比如， 建行信用卡在物业类

商户交易，单笔交易金额不得超过3万
元，日累计交易金额不得超过5万元人
民币， 年累计交易金额不得超过10万
元。农行、平安银行的信用卡等也有类
似规定，只是具体额度有区别。

10月11日，记者咨询了长沙市的
多家物业公司，对方表示支付物业费、
水电煤气等费用都可以刷信用卡。

业内人士认为，银行对信用卡涉
房类交易进行管控，一方面是为了满
足监管要求，对房地产投机行为起到
一定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信
用卡高频小额消费贷款功能的强调。

■记者 潘显璇

本报10月11日讯 今日，记
者从长沙海关获悉，根据海关总
署近日公布的进境食用水生动
物指定监管场地名单，长沙黄花
综保区进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
监管场地验收合格， 具备鱼类、
甲壳类、软体类水生食用动物进
境口岸资格，成为我省第二个进
境食用水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

“我省首个进境食用水生
动物指定监管场地位于长沙机
场口岸，于2017年获批。”长沙
黄花机场海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长沙黄花综保区进境食用水
生动物指定监管场地获批后，
可实现进境水生动物在机场口
岸和黄花综保区的无缝对接。
具体来说， 此后海鲜贸易企业
在长沙机场口岸进口的保税食
用水生动物， 无需在口岸现场
接受查验， 可直接运至黄花综
保区查验放行。

目前，已有多家企业在综保
区内设置了冷库及暂养场所，可
实现批量进口海鲜的暂养和分
拨，长沙消费者也有望实现“手
机一点，进口海鲜到家”。

■记者 卜岚

记者近日从浏阳高新区获
悉，本月底，湖南首个家居原材料
集散中心———中南爱晚家居材料
市场将开门迎客。 作为浏阳家居
产业园的重大项目之一， 中南爱
晚家居材料市场的投入运营，让
家居建材产业的集群效应加速向
浏阳汇聚。

11亿打造原材料集散中心

中南爱晚家居材料市场总投
资约11亿元， 整体业态规划涵盖
了高档原木、实木、皮革布艺、五
金、海绵化工、陶瓷卫浴、电商孵
化和酒店办公等，定位为区域性、
综合型、 现代化家居家装原辅材
料集散中心。

“项目一期总建筑面积8.5万
平方米，目前商铺已完成建设，进
入招商运营阶段， 公寓式酒店已
完成主体建设， 预计10月份完成
建设并投入使用。”9月25日，中南

爱晚置业集团常务董事长代志国
告诉记者。值得一提的是，中南爱
晚家居材料市场在2018年10月才
开工建设，仅一年时间，项目一期
便实现建成并投入运营。

家居产业链瞄准百亿产值

实际上，家居产业链是浏阳市
15个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之一。

据了解，浏阳家居产业起步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中永安是浏阳
家居产业起源最早、规模最大的乡
镇。 为促进永安家居产业转型升
级，走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之
路，2014年， 浏阳高新区管委会启
动浏阳家居产业园开发建设，近期
总体规划3平方公里， 按照一基地
(家具制造基地)、两中心(展示中心、
综合服务中心)、三市场(交易市场、
原辅材料市场、物流市场)总体建设
要求，规划了家具展销、原辅材料、
生产制造等六大功能区。

目前，浏阳家居产业园已开发
建成0.4平方公里，已聚集上千家家
具及原辅材料企业， 形成了生产、
加工、贸易、研发于一体的产业链，
到2020年，家居产业链产值有望达
到100亿元。 ■记者 潘显璇

华夏基金:请做理性私募基金投资者

二季度养老金管理规模排名出炉
工银瑞信连续四季稳居行业第一

5G商用的“抢人大战”不仅仅限于手机厂商。10
月11日，运营商开启5G商用套餐预约21天后，预约
用户数已突破1100万，最早开始接受用户预约的中
国移动，率先抢到了近六成用户。

5G套餐预约如火如荼，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三
大运营商仅实现长沙主城区5G网络信号连续覆盖，
其余13个市州主城区5G信号覆盖要等到2020年。
消费者想用上不间断的5G信号，或许还得再等等。

■记者 黄亚苹 实习生 何贻花

多家银行加强信用卡涉房类交易

严禁刷信用卡购房，支付物业费也受限

湖南首个家居原材料集散中心月底开门迎客
浏阳家居产业链瞄准百亿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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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旅客在长沙火车
南站站台准备登上开往汕头的
G6003次列车。 当日15时55分，
从长沙火车南站始发的G6003
次列车到达原终点站深圳北后将
新增途经站深圳坪山、 汕尾、潮
阳、潮汕，于21时58分到达终点
站汕头，全程耗时6小时3分，比此
前的普铁列车缩短10个半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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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至汕头
开通直达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