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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属理财
面向医师等特定人群

来自第三方机构的统计显
示，截至3月4日，已有15家商业
银行发行了51款抗疫专属理财
产品， 发行的银行除了五大行
外，还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
农商行。

比如， 农业银行在官网首
页醒目位置推出了军人专享、
医师专享和面向湖北人民的
“加油湖北” 抗疫专属理财产
品， 面向医师和军人的专属理
财产品起购金额为1万元，期限
182天，业绩基准年化为4%，湖
北地区用户专享的理财产品起
购金额1万元，期限148天，业绩
基准年化3.9%。

值得一提的是， 部分银行
还推出了免收管理费、 将抗疫
理财产品的部分收益作为捐赠
款等举措，助力抗击疫情。

比如华夏银行推出的“龙
盈固定收益类G款37号一年期
封闭式净值型理财产品”，募集
资金主要用于投资疫情防控
债，支持防疫抗“疫”相关领域，
保障企业融资需求， 业绩基准
年化4.3%，1万元起购， 减免销
售手续费、管理费各类费用。建
设银行北京“乾元－至善”爱心
捐赠理财（私人银行客户专属）
2020年第1期标准资产组合型
理财产品， 会将年化0.3%的收
益作为捐赠款用于疫情人员的

补助项目。
业内人士表示， 银行发行

的抗“疫”主题理财产品大多属
于中低风险， 业绩比较基准普
遍略高于普通理财产品， 从反
响来看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线上营销
理财经理变身“主播”

除了推出抗“疫”主题理财
产品外，疫情期间，银行的营销
方式上也有所创新， 传统线下
营销活动逐渐向线上转移，不
少银行理财经理还变身“主
播”，通过直播的方式在线上营
销产品。

2月中旬，中银理财开启空
中小课堂，主讲内容包括突发疫
情对资本市场的影响战、疫情洞
悉投资良机等。2月下旬，建信理
财云课堂开播，由投资经理介绍
粤港澳大湾区灵活配置理财的
投资运作、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
和产品管理工作等。

此外， 以往居民首次在银
行APP上购买理财产品， 是需
要到银行网点进行线下风险测
评的， 而疫情期间为了进一步
给消费者提供线上理财产品的
便利， 一些银行购买理财产品
的面签限制发生了变化。 比如
近期通过交通银行、 招商银行
APP购买交银理财、 招银理财
发行的产品时， 都可以通过线
上做风险评估问卷。

本报3月6日讯 为解决疫
情防控期间重点企业招工难问
题， 长沙经开区组建19支招工
小分队，奔赴省内19个县（市）
开展政企合力驻点招工。 截至
目前，为园区重点企业“送来”
近两万名员工。

据统计，长沙经开区规上
企业全年人员需求为10.3万
人左右，其中一线普工人员全
年需求8.5万人左右。 普工需
求方面，蓝思科技全年就占
到了 8万， 2-3月的用工缺口
达2万。为切实服务好蓝思科技
等招聘大户，2月18日以来，长
沙经开区组建19支招工小分
队，奔赴龙山县、桑植县、麻阳
等省内19个县（市）开展政企合
力驻点招工。

19支小分队共79名工作人
员驻地招工后， 与各县市人社

局、扶贫办、就业服务中心、劳
保站和当地人力资源服务公司
召开对接会， 了解各县域劳动
力数据、疫情防控等情况，并就
镇村宣传、 企业招聘、 信息发
布、重点走访等工作进行洽谈。
通过实施“返岗直通车”和“新
招员工接送”服务，为来源地较
集中的老员工复工、 新员工入
职提供包车服务，截至3月4日，
已分批安排包车运输115台次，
接送员工3000人。 在小分队的
助力之下， 为园区重点企业新
招工近20000人。

此外，2月28日， 长沙经开
区还出台了包括给予新聘员工
生活补贴、 加大对人才资源的
支持力度、 设立劳务协作点在
内的十二条措施， 大力支持企
业复工复产。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黄姿 罗乐

本报3月6日讯 在国
家支持鼓励与疫情防控相
关的科技创新企业在科创
板上市的大背景下，3月4
日，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科创板IPO获得上
交所受理， 公司拟募集资
金5.56亿元，用于建设三个
项目。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战中， 圣湘生物大
展身手， 是国内新型冠状
病毒检测产品最早获批上
市的6家企业之一。

圣湘生物位于长沙高
新区， 是一家以自主创新
基因技术为核心， 集诊断
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
销售， 以及第三方医学检
验服务于一体的体外诊断
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

招股书显示， 目前圣
湘生物的主营业务由试剂
（核酸检测试剂、生化诊断
试剂以及提取试剂）、仪器
以及检测服务三部分组
成， 其中试剂产品贡献了
营收的大头。 以2019年为
例， 试剂产品2019年营收
占比达到70.17%， 仪器以
及检测服务营收占比分别
为19.94%、9.89%。

业 绩 方 面 ，2017 年
-2019年，圣湘生物分别实
现营业收入 2.25 亿 元 、
3.03 亿 元 、3.65 亿 元 ；
2017年公司亏损1065.33
万元，2018年扭亏为盈，
实现净利润676.21万元，
2019 年 的 净 利 润 达 到
3947.85万元。

圣湘生物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为戴立忠， 直接
持有公司35.14%股份， 间接
控制公司9.76%股份。资料显
示，戴立忠先后在北京大学、
普林斯顿大学、 麻省理工学
院深造，2008年回国创办圣
湘生物。

此次IPO，圣湘生物拟募
资约5.56亿元，其中3.55亿元
用于精准智能分子诊断系统
生产基地，1亿元用于研发中
心升级建设项目，1.01亿元
用于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升级
建设项目。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战中， 圣湘生物出色的科
研能力让不少人印象深刻。

疫情防控期间， 圣湘生
物所有生产线满负荷工作。
截至2020年2月29日，圣湘生
物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已发货近400万人份，其
中约54万人份供给湖北疫情
防控一线， 近10万人份供给
国际市场。

3月3日， 圣湘生物的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获欧盟CE认证，具备了欧盟
市场的准入条件。

2月18日，湖南省人民政
府印发《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若
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建立
疫情防控重点上市后备企业
名录，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
尽快通过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融资， 防疫物资重点生
产企业拟在沪深证券交易所
上市、“新三板”挂牌的，省财
政优先给予直接融资补助。

■记者 潘显璇

助力抗“疫”，多家银行上线专属理财
面向医护、军人等群体 部分收益将变成捐赠款

19支小分队为长沙经开区
“送来”近两万名员工

防疫类企业圣湘生物
科创板IPO获受理
拟募资5.56亿元，大部分将用于
精准智能分子诊断系统生产基地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让金融机构发售的理财产品也在应
时而变。记者发现，近期不少银行面向医护人群、军人、湖北地
区用户推出了抗“疫”主题的理财产品，不仅收益相对较高，募
集的理财资金还将投向疫情防控的金融服务业务领域。 同时，
在线下营业网点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银行理财的传统线下营
销活动逐渐向线上转移，力推“线上理财”。

■记者 潘显璇

3月4日，巨强公司车间内，玻璃正在下线。 记者 胡锐 摄

员工在家贡献“金点子”，企业一
年可节约成本150万元；废碎玻璃循环
利用技术国际领先， 新生产线投产
……3月4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进湘
潭的多家工业企业， 看到了一片生产
火热、干劲十足的场面。目前，湘潭961
家规模企业全部复工复产，9900名产
业工人上岗。

3月4日， 湖南崇德工业科技有限
公司车间内，机床轰鸣，工人们都全心
投入在有条不紊的生产中。 这是一家
专业滑动轴承生产厂家， 东方汽轮机
厂、韩国现代、美国GE等国内外知名
企业都是其客户。

疫情让崇德公司延长了春节假
期，自2月10日复产，便开足马力赶制
订单。“即使在复工前， 我们也没有闲
着。”该公司副总经理彭颖介绍，复工
前，他们在网络上开展“金点子”征集
活动， 发动员工在家为企业的生产经
营出“点子”，以达到企业提效降本的
目的。

就这样在短短几天内， 该公司共
收集并审核通过了150多个“金点子”。
公司副总经理黄颖表示，据初步测算，
这些“金点子”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全部
落实后， 公司每年可节约成本120万
-150万元。

3月4日， 湖南巨强再生资源科技
发展公司， 一块块崭新的光伏超白玻
璃正出炉下线。 该公司是一家从事废
碎玻璃回收利用生产再生浮法玻璃、
光伏玻璃的龙头企业，年产能35万吨。

玻璃是一种极难降解的材料，废
碎玻璃丢弃容易对环境造成污染，因
此玻璃的循环利用成为绿色发展的关
键。然而在制造新玻璃时，如何提高利
用废碎玻璃的占比， 成为玻璃行业的
一大难题。“我们的废碎玻璃循环利用
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巨强科技
副总经理邹林告诉记者， 在全球其他

企业的废碎玻璃掺入率不超过30%
时，他们掺入率达到了90%。

■记者 胡锐

有“金点子”，有“独门”技术
抗疫复产
这些企业干劲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