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接

A10 经济 2019年11月23日 星期六
编辑/刘永明 图编/言琼 美编/高原 校对/汤吉

果
品
会
启
幕，

周
末
来
抢
﹃
鲜
﹄

11月17日，吉林长春迎来入冬以
来的首场大雪，上交所ETF高峰论坛
工银瑞信基金专场在长春南湖宾馆
隆重举办。 大雪纷飞无法阻挡长春市
民对ETF投资的热忱， 南湖宾馆吉鹿
宫近三百人的会场座无虚席。 作为上
海证券交易所“十五年十五城”的第二
场活动， 本次工银瑞信基金专场活动
以“砥砺奋进十五载，E同筑梦新时代”
为主题，上交所副总经理刘逖、工银瑞
信总经理王海璐、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
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等莅临现
场，就ETF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宏观
经济及大类资产配置、ETF投资技巧
及如何使用期权优化ETF资产配置等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了交流与探讨。

2019年适逢中国ETF诞生十五周
年，自2004年底首只ETF在上交所成立
以来， 中国ETF市场规模稳步上升，目
前上交所ETF交易量已稳居亚洲第一，
市值排名亚洲第二。 经济信息

传统投资有“三好”：行业好、公
司好、价格好。通过分析这些维度可
以选取较有投资价值的股票。

拟任南方ESG主题股票型基金基
金经理的章晖表示，对投资而言，超额收
益固然很重要， 但防范风险更重要。
ESG投资通过对企业在环境、社会和公
司治理方面的考量作为投资指标，遵循
环境、社会、经济的三重底线原则，是控
制风险、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的投资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章晖所管理的南方
新优享基金成立以来涨幅190.80%，相
对上证综指超额收益近150个百分点，
近3年同类排名位于前6%。章晖的管理
实力获得权威机构认可，南方新优享于
2018年3月荣获“三年期开放式混合型
持续优胜金牛基金”、“三年持续回报平
衡混合型明星基金”。 经济信息

本报11月22日讯 今日，记
者从省市场监管局了解到，该局
近期组织抽检粮食加工品、食用
油、调味品等27大类食品701批
次样品，共检出不合格样品9批
次，合格率98.72%。

具体而言，标称衡阳湘子泉
水业有限公司生产的湘子泉饮
用纯净水、标称衡阳市白水岭山
泉水开发有限公司生产的白水
岭天然山泉水、标称怀化市锦源
山泉水厂生产的九龙山泉包装
饮用水、标称湖南省洪江市雪浪
水厂生产的雪峰水均被检出铜
绿假单胞菌项目不合格。

食品方面， 会同县野生茶叶
店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会同瑞春
茶业有限公司生产的高山原叶金

花茯茶及会同野生砖茶被检出氟
项目不合格； 长沙市雨花区巨之
龙食品商行销售的、 标称湖南省
笑笑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辣豆皮
被检出山梨酸钾项目不合格；张
家界市武陵源区亘立商贸有限公
司销售的老面原味馒头、小馒头，
均被检出糖精钠项目不合格。

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
格食品，省市场监管局已责成长
沙、衡阳、张家界、怀化等市市场
监管局立即开展处置工作，责令
有关食品生产经营者查清产品
流向，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食品
等措施控制风险。相关市场监管
局将在7日内向社会公布食品
安全风险防控措施。

■记者 黄亚苹

本报11月22日讯 喜欢吃
水果的市民有口福了。 今天，
2019第五届中国果业品牌大
会、第三届中国（长沙）果品产业
博览会、第三届全国果业扶贫大
会暨贫困地区果品产销对接会，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这场“水果盛宴”将从本月22日
持续至24日。

想吃水果？来大饱口福
江永香柚、麻阳冰糖橙、福建

“水果玉米”、甘肃苹果、广西鸡蛋
果，越南榴莲、智利车厘子……既
有湖南本土“明星”，还有外省的
“稀客”，对于吃货而言，来自东南
亚的“洋货”同样不可少。

记者在现场看到，偌大的长
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一、 二楼展
区， 吸引了全国20余个水果主产
省，以及叶臣实业、福慧达、绿叶
水果等2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本
届果品会还积极与国际接轨，设
立了东盟国际展区。 展区里，榴
莲、波罗蜜、山竹、番荔枝、莲雾等
东南亚特色热带水果， 不仅让参
展市民在家门口大饱口福， 也拓
宽了国内外商家的购销渠道。

本届果品会展览面积达
25000平方米， 共分为湖南果业扶
贫成果展区、 湖南果业成果展区、
品牌企业展区、贫困县展区、优质
果品展区、国际精品展区、电商展
区、干果展区等十个展区。展品品
类丰富，覆盖全产业链，包括果蔬
产品、果类生产资料、水果基地及
休闲果业、水果种植技术、水果采

后处理设备与技术、 水果深加工
技术设备、果类检疫及物流设备、
电商平台等。

规模翻番，规格更高
本届果品会以“品牌引领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展
销全国各地的优质果品， 搭建品
牌化、专业化、国际化的品牌建设
平台、 产销对接平台和产业交流
平台，发挥果业扶贫作用，促进果
品行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由于
是三会叠加， 本届果品会在规模
上比往届翻番，而且规格更高。

不同于以往的商家固定展
位、买家全场转悠，本次果品会是
专业采购商现场设点，列出采购
需求和采购要求后，展商自己携
带样品、 产品目录等与对口采购
商面对面沟通，推介自身产品。大
会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
果品会期间将举办2019全国秋冬
季果品逆向采购会暨产销对接
会———百亿果蔬采购中国行·湖
南站，采用逆向采购的方式，邀请
全国优质买家到展会现场展示所
需，与供应商面对面沟通，促进精
准对接。

果业扶贫，助力精准扶贫攻
坚行动。本届果品会还设立了多
个省内外贫困县展区，集中展示
贫困县特色优质果品，大力塑造
贫困地区的果品品牌，加强贫困
地区绿色、优质、特色果品产销
对接，拓宽市场渠道，促进贫困
地区果业高质量发展和贫困群
众增收。

周末去红星邂逅一场“水果盛宴”吧
第五届中国果品会启幕，200多家知名企业参展，快带上亲友去抢“鲜”

2019中国果业品牌大会以“品牌引领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设有“主题演讲”“专场对话”“品牌盛典”“红星之夜”等环节，同
时邀请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领袖进行专题对话，围绕行业热门话
题，进行专场对话，交流经验看法，共同探讨果品行业未来发展。

此外， 本届品牌大会还将揭晓“2019中国新锐果品品牌”
“2019中国果业杰出新农人”“2019中国优秀果业品牌策划案
例”“2019中国果品供应链品牌企业榜”“2019中国果业服务商
知名品牌”“2019中国果业年度人物”“2019中国果品区域公用
品牌价值榜”等重量级榜单。 ■记者 李成辉

2019中国新锐果品品牌即将揭晓

省市场监管局通报9批次不合格食品

明年“五一”休五天,“消息式出游”预期很火
旅行社将增加长线游产品 机票、酒店价格峰值或将前置

1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了《关于2020年部分
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五一放假5天消息一出，朋友圈立
刻炸开了锅，不少网友用实际行动支持放假，迅速在各
大旅游网络平台上查询出游价格，预定旅游产品。去哪
儿网平台数据显示，消息发布后，平台国际机票搜索量
环比增长5倍。

现状

公共假期的调整会如
何影响旅游热情？ 携程数
据显示 ，截至目前，报名
春节境内外线路的游客
中，32%旅游者选择7-10
天行程、18%旅行者选择
10天以上行程、 南极游行
程长达45天，可以看出，春
节出游的旅客更爱“拼假
出游”。

“五一小长假若能继续

维持，或许能分担十一假期
的客流压力。” 刘超表示，
“长短结合” 的阶梯式假期
能激发短途自驾游、高铁周
边游、长途出境游等多种产
品的消费需求，随着灵活调
休、错峰出行等消费理念的
兴起，机票、酒店的价格峰
值或将前置，“自由行旅客应
该关注出游信息，及时预定
出游产品。”

11月21日下午，“五一
休5天” 的消息迅速登上微
博热搜榜前10位，不少消费
者盘算着“五一”与年假凑
出一个旅游黄金周。这种由
一个新消息引起旅游产业
连锁反应的现象也被网友
戏称为“消息式出游”。

11月22日，三湘都市报
记者在飞猪、携程、艺龙等
多个旅行平台检索发现，多
条热门线路特价机票所剩
无几。 如，4月30日零时20
分从长沙黄花机场飞往新
加坡的机票仅剩5张；4月30
日21时20分从长沙飞往曼
谷的机票仅剩9张。

国内游客的旅游购买

力有多强？来自携程方面的
数据显示，2020年放假安排
公布后，平台国际机票检索
量迅速攀升，环比增长超10
倍；中青旅遨游网“五一”产
品搜索量增长超50%；“五
一”小长假的调整，让同程
艺龙平台上国内机票、酒店
搜索量出现2-3倍增长。

“五一假期延长后，旅
行社会增加海岛、欧美等长
线出境游产品，消费者的旅
行产品选择将更加丰富。”
湖南海外旅行社负责人刘
超介绍，2020年春节， 尼泊
尔、美娜多、俄罗斯等线路
预定火爆，元旦期间旅行产
品波动不大。

多条热门线路特价机票所剩无几

机票、酒店价格峰值或将前置

■记者 黄亚苹 丁鹏志

观点

南方基金章晖：
ESG主题投资或迎风口

上交所ETF高峰论坛
工银瑞信专场开启

11月22日，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市民在选购水果。 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