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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湖南分行成功上线对
公外汇云生产，标志着“前台营
销受理、后台专业处理”的外汇
集约化运营模式逐步实现，从而
推进更多网点开办外汇业务，为
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改善营商环
境等方面增加新动能。

据悉， 云生产是建设银行应
用共享经济理念， 打破空间、机

构、层级等因素限制，使符合条件
的人员可随时随地获取任务并完
成处理， 实现生产资源优化配置
的全新生产模式。 在云生产的赋
能下，建行最基层的网点背后，聚
集各类金融专业人才， 为客户提
供更专业的本外币金融服务，从
而全面提升网点综合服务能力。

■通讯员 龚茵梦 刘萍

沉寂许久后，房地产板块正
在迎来配置良机。近期，“ETF专
家”华夏基金推出新产品———华
夏中证全指房地产ETF，为投资
者提供把握房地产行业投资机
遇的有力投资工具。

据了解， 华夏中证全指房
地产ETF紧密跟踪中证全指房
地产指数， 以不低于90%的仓
位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
选成份股。 中证全指房地产指
数由中证全指样本股中的96只

房地产行业股票组成， 前十大
权重股中包括保利地产、 万科
A、 华夏幸福等优质地产股，能
够较好反映房地产行业的整体
表现。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
月31日， 中证全指房地产指数
PE（TTM）为8.88倍，处于历史
5%以下分位水平， 估值吸引力
大。同时，指数自2014年以来累
计上涨59.39%，高于上证综指、
深证成指同期38.43%、18.64%
的涨幅。

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
的公开市场业务交易公告[2019]
第215号显示，人民银行开展中期
借贷便利（MLF）操作4000亿元，
期限为1年，中标利率为3.25%，较
上期下降5个基点。

关于此次MLF利率下调，
建信基金认为MLF利率下调对

股市形成利好，在促进实体经济
发展的同时，也稳定了市场对宏
观流动性和市场资金面的预期，
股市活跃度有望提升。投资者可
关注建信基金旗下绩优权益类
基金，布局股市，建信战略精选、
建信大安全、建信健康民生年内
回报均超50%。

11月以来，家电板块表现出
色，领涨A股。据Wind，截至11
月7日，板块涨幅超7%，居28个
申万行业之首。 得益于三季度
的前瞻布局， 天弘文化新兴产
业 基 金 11 月 以 来 净 值 上 涨
4.49%，截至11月7日，近一年回

报 超 77% ， 排 名 同 类 第 一
（1/337），今年以来回报近83%，
成 立 以 来 总 回 报 54.42%
（Wind）。 天弘文化新兴产业基
金经理田俊维表示，从中长期的
角度来看，家电行业中的优质公
司仍具有较大投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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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产”澳洲龙虾“爬”上市民餐桌
他把它带来长沙“安家”，填补本地冬春繁殖空白 市民一年四季吃龙虾或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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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1月12日从长沙市农
业农村局了解到，澳洲淡水小龙
虾经过去年的试养，今年已经在
长沙各地推广，目前长沙澳洲龙
虾养殖规模在800亩左右。

长沙市农业农村局科教处
处长夏礼明说，澳洲龙虾一般要
经过长时间的运输才能抵达长
沙，产品的安全质量与鲜活度难

以得到保障。如今，本地澳洲龙
虾养殖成功后，运输、分拣、配送
到店售卖只需三四个小时，可确
保每一只虾在爬上市民餐桌前
仍然能活蹦乱跳。

进入11月份，小龙虾已基本
下市，澳洲龙虾可以填补长沙冬
春龙虾空白，也让长沙人一年四
季吃龙虾成为可能。

本报11月12日讯 今日，由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湖南省通信
管理局指导，中国电信云计算分
公司、中国电信湖南公司承办的
“5G智联 携手未来”——— 2019
年天翼云5G云网中国行（长沙
站）活动在长沙举行。

来自工业、 金融、 教育、医
疗、互联网等领域的数百位专家
及行业代表聚集在此，深入交流
5G+云+大数据+AI在各行业各
领域的具体应用， 共同探讨5G
时代下从云网融合到万物互联
的场景，为湖南省数字化转型提

供新动能。
记者了解到，云网融合是中

国电信5G网络的核心优势，湖
南电信在云网融合战略下，利
用5G网络大带宽、 低延时等特
性，在医疗、制造、物联等领域
开展实践。如，湖南电信与中兴
通讯共同打造长沙5G智能制造
基地， 率先实现基于运营商网
络的5G企业专网开通落地，实
现了机器人实时抓取、AI检测
以及自动避障AGV运输等智能
化工业场景。
■记者 黄亚苹 通讯员 陈吕芳

本报11月12日讯“这是高
校与企业的‘无缝对接’，是专业
与产业的‘同频共振’，是学院建
设与地方发展的‘携手并进’。”
今天，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
长沙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
会召开“跨界合作、融合发展”为
主题的校企合作推进会。会上完
成15个校企合作项目签约、2个
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签约，以机器
人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大数据
学院、智慧财经学院和园区学院
构成的“4+1”特色学院揭牌成
立。据悉，借助这些特色学院平
台，将实现政府、园区、企业、学
校的跨界合作，推进校企合作向
纵深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
教融合。

目前，长沙市确立了包括人
工智能及机器人、自主可控及信
息安全等22条工业新兴及优势
产业链。长沙市工信局副局长陈
海波表示，长沙将以“形成世界
级产业集群、打造国家制造业高
地”为发展目标。接下来，产业链
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建设合理
的企业发展梯队；强化科技创新
平台建设；构建多层次人才支撑
体系等。而湖南信息职院作为市
直属的公办高职院校，有近10个
专业设置与长沙的产业链发展
高度匹配。

中联集团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长杨尚想表示，校企深度
合作、无缝对接，是一件“双赢”
的事，“在合作中，企业把资源带
进学校的同时，也把企业的需求
带到了学校，学校的人才培养更
能够活用、管用、实用。”接下来，
依托特色学院，校企双方还将通
过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等，将
合作深入到学校各个环节中。

■记者 刘镇东 黄京
通讯员 廖明辉

进入11月份，小龙虾已基本下市。但经过精心试养，漂
洋过海而来的澳洲淡水龙虾逐渐适应了长沙的环境，最近
已经“爬”上市民餐桌。本地澳洲龙虾的上市，填补了冬春
龙虾空白，让一年四季吃龙虾成为可能。

■记者 李成辉 实习生 周可

湖南建行成功上线对公外汇云生产

房地产投资添利器 华夏中证全指ETF发行

建信基金：MLF利率下调释放积极信号

提前布局家电 天弘文化新兴产业净值大涨

澳洲淡水龙虾属于较名贵
的经济虾种，因肉质鲜美而颇受
市民欢迎。此前，市民食用的澳
洲龙虾基本来自进口。

去年2月， 一批来自澳大利
亚的龙虾运抵长沙黄花国际机
场，共计50箱750公斤，这也是
长沙航空口岸首次进口澳大利
亚龙虾。中间环节减少，运输时
间大大缩短，使得澳洲龙虾价格
更加亲民。

但从国外进口澳洲龙虾，还
是存在运输成本较高、 成活率

低、 新鲜度难以保证的问题，价
格也让消费者望尘莫及。

因此，近年来，全国不少地
方的养殖户开始从澳洲引进淡
水种苗来养殖，可因缺乏系统的
养殖技术等，大部分养殖户的养
虾努力未获成功。

“之所以如此， 是由于澳洲
龙虾对养殖环境和水质有非常
严格的要求。”宁乡的澳洲龙虾养
殖户杨启解释，它对水质、气温的
要求近乎苛刻， 水质需要二类以
上，气温保持在11℃到29℃。

“身娇价贵”，本地养殖不容易

杨启是宁乡市大成桥镇永
盛村一名退伍军人，他将40多户
村民手中零散的土地流转到一
起，化整为零，集中连片开发。

“在广东等沿海地带， 澳洲
淡水龙虾养殖技术成熟，在市场
上受到热捧。湖南、湖北等地以
养殖小龙虾为主，品种单一。”杨
启找到了创业灵感，将目光投向
澳洲淡水龙虾。他“三顾茅庐”到
广东取经，还从珠三角请来了技
术员，一路摸着石头过河，学习
澳洲淡水龙虾养殖技术。

记者在虾苗繁育车间看到，
清澈透底的水中，澳洲淡水龙虾

住在瓦片盖成的“小单间”中。杨
启介绍，基地里设置了2000平方
米的漏光网控温大棚，水温调节
装置可以通过调节光照、 水温、
溶氧量等繁殖孵化方法来实现
不受季节控制的任意时间繁殖。

眼下，澳洲淡水龙虾已批量
上市，来自长沙的多家海鲜店已
向杨启抛来“橄榄枝”。“澳洲淡
水龙虾最大的优势在于出肉率
高，因其头小、腹长的特点，出肉
率在35%左右，”杨启说，预计今
年每亩可出虾250公斤左右，市
场价格每公斤在12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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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智联 携手未来”
行业大咖共话5G产业互联网发展

“4+1”特色学院
长沙揭牌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

宁乡市大成桥镇永盛村退伍军人杨启“三顾茅
庐”广东取经，实现澳洲龙虾在长沙不受季节控制的
任意时间繁殖。 记者 李成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