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未来靠谱”中
国太保投资策略发布会在上海
成功举办。近年来，中国太保坚
持“稳健投资、价值投资、长期投
资”的投资理念，凭借保险资金
的独特优势，建立严格完善的风
控体系，实现稳定、可持续、优异
的投资收益，保障客户资金平稳
穿越经济周期，帮助亿万家庭资
产保值增值。为了更好地帮助客
户实现未来美好生活， 中国太
保寿险隆重推出“至尊鑫满意
年金保险（分红型）”。

自1991年成立以来， 中国
太保已经发展为行业领先的综
合性保险集团，在2019年的《财
富》 世界500强排名中位列第
199位，管理资产规模（包括险
资和第三方委托资产）1.8万亿
元。 ■通讯员 陈婧

中国太保举办
投资策略发布会

经济信息

11月28日，2019年度观察家
金融峰会暨2019年度中国卓越
品牌力金融企业盛典在上海举
行。太平人寿在业绩、舆情、风险
管理、 社会责任四个维度表现卓
越，获得“2019中国卓越品牌力
保险公司”殊荣。

太平人寿坚持“共享太平”
发展理念，持续提升经营能力并
加快创新变革，获得行业与权威
机构的高度认可。2019年，太平
人寿连续第四年获保险公司法
人机构经营评价“A级”评价；财
务实力连续第四年获惠誉国际
“A+”评级；服务评价连续第二
年获中国银保信“AA”评级。

太平人寿始终以服务国
家、保障民生为己任，积极投身
教育、扶贫、环保等社会责任领
域， 展现了央企成员单位应有
的担当和作为。 ■彭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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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玩转交通,来看展就能先睹为快
智慧交通博览会12月13日在湖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800多家展商带来高科技时尚盛宴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上海致
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资产清单所列债务
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和其他相关协议
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债
务人、担保人以及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
主体。

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
方，现公告要求公告资产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
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上海致旭
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
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
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联系地址：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31号尚玺苑 18B栋
联 系 人：王先生 电话：0731-84458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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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资产清单
（下列数据截止至 2019年 5月 20日；币种：人民币；单位：元）

债务人：株洲市博超商贸有限公司；担保人：株洲市融信经贸有限公
司，伍清明、曾建锋、孟军、袁敏；账面本金余额：￥16,790,852.35；
账面表外息余额：￥3,677,289.85； 孳生利息：￥3,900,380.97；代
垫费用：￥136,700.00； 债权合计：￥24,505,223.1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与上海致旭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省交通运输厅副巡视员周自
荣表示， 智慧交通是未来交通发
展的方向， 智能网联汽车的应用
将大幅度地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的
发生，提高交通运输的效率，并有
助于节能环保和提高交通效率。

相关研究显示，在智能网联汽
车的初级阶段，通过先进智能驾驶
辅助技术有助于减少30%左右的交
通事故，交通效率提升10%，油耗与

排放分别降低5%。进入智能网联汽
车的终极阶段， 即完全自动驾驶阶
段， 甚至可以完全避免交通事故，提
升交通效率30%以上， 并最终把人从
枯燥的驾驶任务中解放出来，可以提
供更安全、更节能、更环保、更便捷的
出行方式和综合解决方案，是国际公
认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关注焦点，这也
是智能网联汽车最吸引人的价值魅
力所在。 ■记者 和婷婷

本报12月2日讯 今日上午，
“2019湖南（长沙）国际智慧交通
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博览
会”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组委
会宣布博览会将于12月13日在湖
南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持续3天，
规划展览面积2.2万平方米， 预计
将吸引展商800多家。届时，市民
将更立体全面地了解未来交通发
展趋势。

本届博览会的主题为 “科技
智造生活、智慧驭动未来”，旨在突
出智能化、新能化、共享化发展特
色，聚焦汽车与能源、交通、信息、
通讯等领域联动以及和智慧城市
应用场景的深度融合。届时，博览
会将全方位展示湖南智慧交通在
智慧化、信息化建设方面所取得的

成果，充分利用好湖南、长沙车联
网现有产业应用特色和先发优势，
宣传推广湖南智慧交通的形象，加
强湖南智慧交通产业与全国智慧
交通前沿科技的对接交流，带动产
业发展。

博览会举办期间，市民可享受
一场融合智能网联汽车整车及核
心技术、 车载智能硬件及电子装
置、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智慧交
通应用场景及成果展示等在内的
高科技时尚盛宴。

据悉，2019湖南（长沙）国际智
慧交通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博览会由省工信厅、省交通运输
厅、省贸促会、长沙市政府共同主
办， 由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承办。

发布会上， 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副巡视员刘辉表示， 根据该厅
调度情况，今年前三季度，在湖南
省内生产的新能源汽车达到近15
万辆，同比增长超210%，占全国同
期新能源汽车总产量的比例跃升

到17%。同时，我省在作为电动汽
车关键部件的电机、IGBT以及动
力电池材料领域具有比较强的技
术与产业优势。 湖南已经成为国
内最主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之一。

数读 新能源汽车产量同比增长超210%

远景 完全自动驾驶可提升交通效率30%

本报12月2日讯 今天， 由湖
南湘江新区管委会指导、岳麓区政
府和碧桂园集团主办的2019首届
“湘智论坛” 暨中德人工智能学术
交流会在长沙举行。

在会上， 人工智能顶级专家，
欧洲科学院院士汉斯·乌斯科尔
特发表了题为《人工智能推动制造
企业的数字化改革》 的主题演讲，
解读了人工智能国际前瞻性研究，
分享了自己对人工智能领域的专

业意见。“未来可能会有许多的AI
中心会在各个城市崛起，长沙的起
步虽不算早， 但是发展却很快，我
认为长沙有机会成为AI中心之
一。”他说，湖南省政府和长沙市政
府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谋划了宏伟
蓝图，湖南有一大批享誉全球的智
能制造企业，还有数量众多的高职
院校作为人才支撑，湖南和长沙有
可能成为下一轮全球人工智能发
展的增长极。 ■记者 石芳宇

连线

欧洲科学院院士汉斯：
长沙有望成全球AI中心之一

太平人寿获“2019中
国卓越品牌力保险公
司”殊荣

12月2日晚，湘股千山药
机发布公告称，公司收到《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经查，公司存在虚增销
售收入、 净利润等财务造假
的情况 ，2015-2018年连续
四年的实际净利润均为负
值， 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情形， 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根据规
定，作为创业板股票，如果千
山药机被依法终止上市，将
不能再重新上市。

两年虚增4.3亿净利润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的调查结果显示， 千山药
机的财务数据存在严重的造
假情况。

具体说来， 千山药机通
过虚构销售回款、 虚减应收
账款及坏账准备， 虚增销售
收入， 导致2015年虚增利润
约7950万元， 占当年年度报
告披露利润总额的95.76%。

2016年， 千山药机虚增
在建工程、 虚减应收账款及
坏账准备、虚增销售收入，导
致该年虚增利润总额3.57亿
元， 占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利
润总额的160.05%。

2017年，千山药机董事
长刘祥华及其胞弟刘华山
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

金的情况， 公司未及时履行
报告义务。

4.82万户股民被“套牢”

12月2日晚，深交所也通过
官方微信就“千山药机可能触
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答
记者问。

实际上， 千山药机因为
2018年度净资产为负， 且2017
年、2018年财务会计报告均被
注册会计师出具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已自
2019年5月13日起暂停上市。

深交所表示， 根据最新的
调查结果， 千山药机触及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在此情形
下， 公司现处的财务类指标退
市程序将与可能的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程序出现叠加。

千山药机恐被实施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 也让一众投资者
“欲哭无泪”。Wind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30日，千山药机股
东户数约为4.82万户。 按照规
定， 上市公司最终被深交所出
具终止其股票上市决定的，公
司可以提出复核申请， 如果依
旧维持终止上市决定的话，公
司股票交易将进入退市整理
期， 届时股票交易期限为30个
交易日， 股票价格的日涨跌幅
限制为10%。 退市整理期满，公
司股票将被强制退市。

董事长被终身禁入券市

告知书显示， 证监会还对
千山药机、 公司董事长刘祥华
以及一众高管进行了处罚。

此外，当事人刘祥华、刘华
山的违法行为情节严重， 证监
会拟决定对刘祥华、 刘华山采
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不
得在任何机构中从事证券业务
或者担任上市公司、 非上市公
众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职务。 ■记者 潘显璇

盈利靠财务作假，公司实际已连续四年亏损

千山药机面临强制退市

12月2日， 张家界携十大
主题活动、 六大冬季活动奖励
（优惠）政策面向全球发出“赏
雪景、泡温泉、滑冰雪、品民俗”
邀约。 从2019年12月1日至
2020年2月29日， 张家界将实
行景区冬季普通门票价格优惠
政策，最高便宜近一半（详情请
扫版面左上角二维码）。
文/记者 丁鹏志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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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游张家界
“嗨动”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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