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上”生产
“网上”销售

宁乡市灰汤镇灰汤村，
“青年海归” 张芹在直播平
台上推销土鸡蛋。云上春耕
备耕、干部直播带货、远程
问诊教学……在疫情之中，
一系列互联网数字化新技
术加快走进乡村，农民生产
生活方式或悄然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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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个
“网络安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获批

本报3月26日讯 昨日，科
技部发布《关于第三批国家专业
化众创空间备案示范的通知》，
确定了23家国家专业化众创空
间进行示范并予以备案。湖南的
“网络安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
间”成功入选，是我省此次唯一
入选的项目，也是全国首个“网络
安全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据悉，国家专业化众创空间
含金量大，能够入选国家专业化
众创空间示范名单的通常是在
各个细分产业领域， 以推动科
技型创新创业、 服务于实体经
济的龙头骨干企业，以及起到了
引领示范作用的创新创业服务
平台。

■记者 胡锐 通讯员 田桂英

长沙新增4处
“互联网+不动产登记”便民服务点

本报3月26日讯 今日，长
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加快推进
“互联网+不动产抵押登记”工
作，同时启用了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长沙芙蓉支行、湖南三湘银行
等4家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
务点。届时，市民可不需要再到
登记机构申请抵押登记，真正实
现抵押登记“一站式”办结。

“截至目前，我们中心已开
设18个不动产抵押登记便民服
务点。” 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相关负责人介绍，借助“互联网
不动产抵押云平台”， 通过人脸
识别、电子证照、互联网等先进技
术， 客户在银行申请贷款的同时
可同步申请抵押登记业务， 登记

机构在线受理并审核登记资料。
整个过程轻松便捷， 原本需要五
个工作日的抵押登记最快可当
天办结，银行可实现当天放款。

据介绍，即日起，市民可就
近选择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长沙
芙蓉支行（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
一段荷花园宏华花苑128号）、
湖南三湘银行（长沙市岳麓区滨
江大道楷林国际D座一楼大
厅）、中信银行长沙分行（长沙市
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1500号）
和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长沙市
雨花区韶山中路37号）的不动产
抵押登记便民服务点专门窗口，
即可直接办理业务。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廖亚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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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美联储宣布无限
量宽松政策， 将无限制购买
美国国债和抵押支持证券，
令金价得到提振。对此，市场
普遍认为，金价拐点或至，黄
金上涨的大方向已基本奠
定。在此背景下，看好黄金配
置价值的投资者， 可借助工
银瑞信正在发行的黄金ETF
基金及时布局。

资料显示， 正在发行的
工银黄金ETF基金通过紧密
跟踪黄金价格走势，力争实现
基金净值表现与黄金价格表
现误差的最小化，为投资者提
供可有效分散组合风险的黄
金类金融工具。 经济信息

交易额9000亿！长沙人网购最爱日用品
去年网络零售增速排名中部6省会城市第三 跨境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超200%

3月25日，长沙市商务局发
布2019年度长沙市电子商务产
业发展报告。报告显示，长沙市
去年电子商务交易额达到9000
亿元，稳居全省首位；完成跨境
电商进出口交易额12.8亿美元，
同比增长超过200%， 增速居全
国前列；网络零售额排名前五的
行业品类分别是日用品、粮油和
食品、 服装鞋帽和针纺织品、化
妆品、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

网购：长沙网络零售增速
排名中部6省会城市第三

2019年， 全市实现电子商
务相关交易额达到9000亿元，
同比增长25%，增速略有减缓。

中部六个省会城市中，长沙
网络零售额总量与郑州、合肥相
差甚微，次于武汉；增速排名第
三，次于南昌、合肥。

从长沙的几大行政区域来
看，网络零售额总量排名前三名
的分别为雨花区、岳麓区和芙蓉
区；而同比增速排名前三的分别
为望城区、雨花区和芙蓉区。

从长沙网络零售额分布的
品类来看，传统网销行业继续占
大头，排名前五的品类分别是日
用品、粮油和食品、服装鞋帽和
针纺织品、化妆品、家用电器和
音像器材，这五大品类的合计占
比超过了75%。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一些新兴网销行业占比小，
但增速迅猛，比如机电产品及设
备，同比增长了142%，增速位居
各品类第一； 化工材料及制品、
饮料、通讯器材、家具等品类的
增速也都超过了50%。

数据：长沙跨境电商交易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报告显示， 长沙规模电商企
业大幅增加。 全市电子商务限上
规模企业累计达到87家； 省级及
以上示范企业累计达到72家；电
子商务认定企业累计达到344家；
在天猫商城、京东商城、淘宝网、
苏宁易购、 拼多多等知名第三方
平台开设店铺总数超过20万家。

长沙的电商龙头企业在全
国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提升，御家
汇、安克创新、兴盛优选、快乐购
分别在美妆电商、 跨境出口、社
区电商、媒体电商等细分领域领
跑全国。御家汇、安克创新、兴盛
优选3家企业入选全国首批线上
线下融合发展数字商务企业，数
量居中西部第一、全国前列。

2019年长沙实现跨境电商
交易额12.8亿美元，同比增长超
200%，同比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新认定跨境电商试点企业134
家，累计达263家，亚马逊平台
销售长沙货物的卖家数突破
3000家。 ■记者 潘显璇

本报3月26日讯 今天，南新制
药成功登陆上交所上市交易，成为
继威胜信息之后湖南第二家科创
板上市湘企。 南新制药发行价为
34.94元/股，截至当天收盘时达到
65.09元/股， 上市首日股价大涨
86.29%。

成立于2006年的南新制药位
于浏阳经开区， 是一家专注于化
学药物的研发、 生产与营销的创
新型制药企业，掌握了抗感染、心
脑血管、 抗肿瘤等药物的多项核
心技术。

招股书显示，南新制药目前有
1个创新药上市，3个创新药、2�个
改良型新药正在研发。其中拳头产
品帕拉米韦氯化钠注射液于2013
年4月获批上市，获得国家“重大新
药创制”科技专项，适用于甲型或
乙型流行性感冒。

A股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均
有上市首日最高涨幅44%的限制，

而科创板股票前5日是不设涨跌幅
限制的。3月26日开盘， 发行价格
为34.94元/股的南新制药即大涨
97.48%，达到69元/股。

本次发行后南新制药的总股
本为1.4亿股， 如果按照发行价
34.94元/股计算，公司上市前的市
值约55.9亿元，随着上市首日股价
大涨， 公司市值达到91.1亿元，一
天增加了35.2亿元。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医院
除了接收新冠肺炎患者和疑似患
者外， 另接收了大量普通感冒、流
感、普通肺炎等病人，对抗病毒类
药物需求量上涨，南新制药抗病毒
类药物销量增长明显。对此，南新
制药对公司2020年一季度业绩也
作出了不错的预估，预计实现营业
收入3亿元-3.5亿元， 同比增长
28.88%-50.36%，预计实现净利润
0.26亿元-0.31亿元， 同比增长
25.78%-49.51%。 ■记者 潘显璇

南新制药上市，科创板湘股再添新丁
上市首日股价大涨八成， 预计一季度净利润超2600万元

3月25日晚， 新华保险发布
2019年业绩报告显示，公司去年
归母公司净利润145.59亿元，同
比增长83.8%，主要原因是手续费
新政“减税”以及公司整体盈利能
力提高。平均每股收益4.67元，同
比增长83.9%。

2019年是新华保险董事会
换届的过渡年， 新任董事长刘浩
凌表示， 公司取得了来之不易的
经营业绩。“站在这个时点， 达成
年度目标压力是很大的， 但目标
既定，必将风雨兼程。”新华保险
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表示，疫情
不会改变新华实现二次腾飞的决
心和步伐， 也不会改变新华达成
2020年业务目标的信心和决心。
人力达到50.7万创新高

承保业务方面，2019年，新华
保险保费首次突破1300亿元，达
到1381亿元，同比增长13%。其中

长期险首年保费254亿元，同比增
长22%； 续期业务实现保费1058
亿元，同比增长10.4%。

个险渠道，实施“健康险+年
金险+附加险”的产品策略，实现
保费收入1084.50亿元， 同比增长
9.4%。 去年该公司提出“业务增
长，队伍先行”的经营策略，2019
年末个险渠道规模人力达到50.7
万人，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37%。

2019年末，新华保险内含价
值 2050.43亿元 ， 增长 18.4% ；
2019年新业务价值97.79亿元，同
比下降19.9%； 期末剩余边际为
2145.25亿元 ， 较上年末增长
9.7%。新业务价值率30.3%，同比
下滑17.6个百分点。
总投资收益率4.9%

投资业务方面， 新华保险
2019年末投资资产8394.47亿元，
同比增长20%。资产配置上，债权

型资产投资金额5505亿元， 在投
资资产中占比为65.6%， 同比持
平。 股权型资产投资金额1570亿
元，在总投资资产中占比为18.7%，
较上年末提高2.1个百分点。

收益水平方面，该公司2019
年净投资收益354.54亿元， 同比
增长3.3%； 总投资收益363.44亿
元，同比增长15.1%。净投资收益
率为4.8%， 同比下降0.2个百分
点；总投资收益率为4.9%，同比提
升0.3个百分点。

2019年股票市场结构性行情
明显。新华保险权益类投资坚持价
值投资、稳健投资理念。股票投资
围绕基本面发展稳定与业绩稳步
增长。 基金投资兼顾价值投资与
波段操作，积极主动地把握投资机
会，围绕“低估值、高分红、低波动”
优选价值型基金品种，追求绝对收
益目标。 ■吴文捷 经济信息

金价拐点或至?
黄金ETF基金
迎布局良机

新华保险净利润增长83.8%���疫情不改2020年业务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