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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实际利率为负的中国投资市场，

又遭遇股市下跌，投资者急需新的理财工具

保值增值。 在“方正金泉友 1 号” 取得优异

业绩后，方正证券正在发行“方正金泉友 3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者可通过中信

银行全国网点以及方正证券各营业部参与

该计划。

方正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分管领导杨广

明表示，作为“抗通胀” 利器，“方正金泉友

3号”不仅要实现正收益，更要帮助投资者赢

取高于 CPI涨幅的收益。

方正证券的信心源自于经济与政策多

变下精准的择时能力。“方正金泉友 3号” ，

在股市下跌时可将不超过 95%的份额投资

于固定收益类资产，获取稳健收益实现资产

保值， 也能在市场向好时调整资产结构，将

不超过 70%的资产投资于股市，获得市场反

转收益。

近日，2011 年

沙棘生态论坛暨水

域山沙棘果汁新产

品新闻发布会在北

京隆重举行， 作为

国内沙棘果汁行业

以及生态健康产业

的引领者， 内蒙古

水域山饮品有限责任公司在打造中国生态健康产业第

一品牌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业内专家表示，

新一代天然、绿色、生态、健康的野生果汁正越来越受

到消费者的青睐，沙棘果汁便是颇受瞩目的一种，成功

开辟了果汁饮料市场的一片蓝海。 营养专家告诉记者，

沙棘中含有所有天然维生素以及 190多种人体必需的

营养活性物质， 其中维生素 C的含量更是猕猴桃的 4

倍以上，被誉为“VC之王” 。此外，据专家介绍，沙棘也

是治理西部水土流失、荒漠化最具生态价值的树种。

据了解，水域山先后投入 8.3亿元致力于打造沙棘

种植、研发和深加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模式，目前已

经在内蒙古投资种植了 70多万亩近亿棵沙棘树，并将

最终完成打造百万亩生态沙棘林的宏伟目标， 成为了

国内沙棘果汁这一蓝海市场的领导者。

东风日产重视精神文明

开辟中国车企腾飞新模式

引言：

“党委的工作弥补了企业在现代企业制

度下的精神缺失，成为了合资企业中外双方

有效融合的纽带。 ” ———中村克己（曾任东

风汽车有限公司总裁，现任雷诺汽车公司执

行副总裁）

建党 90 周年前夕，笔者走进东风日产，

与公司高层、党委负责人及普通党员深入交

流，探寻东风日产高速、稳健增长背后的“精

神推手” ，发掘新形势下合资双方融合、共赢

的创新党建实践，为合资汽车企业的发展提

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智慧。

万事开头难，根据《党章》规定，凡有正

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设立党的基层组

织。 而在东风日产成立之初即成立公司党委

（2003年 9月）， 积极配合母公司东风汽车

有限公司，创新型开创“两公开、两纳入” 的

党群组织设置，即党组织及其机构公开“挂

牌” 、公开活动，党务人员纳入编制、党的活

动经费纳入预算。同时，与日方签订《党群组

织备忘录》， 把党建工作核心角色定义写入

公司发展的章程当中，这就确保了党建工作

的“合法”地位，为东风日产支起了一面“经

营之盾” 。

东风日产党建工作这面“经营之盾” 在

危机关头，凭借积极主动的心态，创新沟通

方式，赢得了各方各面尊重与认可，还因此

得到广东省劳动厅通报表扬。

东风日产第一任总经理吉田卫曾激动

的表示，“在中国要管好一个数千人的大型

合资企业，关键时刻还要依靠中方的党组织

和工会！ ”

岁寒而知松柏后凋，党建工作成为帮助

东风日产顶风挡雨的“经营之盾” ，更是引

导企业劈波斩浪的“精神之矛” 。 面对车市

井喷时保持冷静思考，高瞻远瞩；遭遇经济

危机时从容不迫，逆势而上。 东风日产成立

八年来，超乎寻常地保持着“快速” 和“稳

健”完美平衡。企业与员工间从“法律契约”

到“心理契约” 的强大精神力量正是成绩背

后的原因之一。

东风日产广泛开展创新型党建，其中一

项工作就是把党员培养为推动公司发展的

骨干，把骨干培养成党员，简称“双培” ，将

党员“责任心强，事业心重，遇问题敢担当，

政治觉悟很高”的优点充分转化为企业高速

发展的原动力，将党建工作创新为“多点开

花，以一带百” 。

东风日产总经理松元史明在到任东风

日产之前，在西班牙日产担任社长，经历了

中西工会体制、作用的对比，他深有感触。

凭借创新型的党建工作，东风日产连续

获得 “中国企业精神文明管理先进单位” 、

“中央企业先进集体” 、“广东省文明单

位” ，“广州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AAA 级” 、

“广东省优秀企业文化单位” 、“2009 最具

人气雇主” ，“50 佳第一工作场所” 等诸多

荣誉。

萧龙友后代捐出道光年阿胶

携手东阿阿胶传承中医药文化

165年前的阿胶有何玄机？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到中

国阿胶博物馆一探究竟。 6月 20日，“萧龙友先生珍藏道

光年阿胶捐赠仪式”在京举行，萧龙友的嫡孙女、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教授肖承悰将其家族珍藏多年

的老阿胶赠予阿胶行业领军企业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未来将被收藏于东阿阿胶兴建的中国阿胶博物馆内，供学

术研究及游客参观。 提及中国近代医学史，萧龙友是不

可不提的人物，有着“京城四大名医”之首的响亮名号。

萧龙友平素便注意收藏阿胶。而本次捐赠的道光、咸丰、

民国三个年间的阿胶均产自阿胶故里———东阿县，后几

经周转，为萧龙友所得，此后作为传家宝，先后传至其父

肖璋和她本人手中。记者了解到，作为滋补上品的阿胶，

历史上一直售价不菲，而本次肖承悰捐赠的道光年阿胶

极有可能是现存可以考证年份的最老阿胶，其学术及收

藏价值巨大。 捐予东阿阿胶后，这些阿胶都将被妥善存

放在东阿阿胶兴建的中国阿胶博物馆内。

坚守沙棘生态梦想

水域山引领蓝海市场

方正金泉友 3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正在发行

稳健经营之盾：从统一目标，

明晰角色开始

高速发展之矛： 从法律契约

到心理契约的飞跃

本报7月10日讯 两名妇女演双簧

引人上钩，然后施展种种骗术，长沙望

城区公安分局桥驿派出所和丁字派出

所日前联手拆穿了一个活跃在各地的

“神医”团伙，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7月6日上午，60多岁的周桂珍路

过桥驿镇望城第二中学。突然，一名50

多岁的妇女上前问她：“听说望城桥驿

有位八九十岁的神医陈仕贵，你晓得他

住哪不？”周娭毑称不知道。此时，旁边

又冒出一名年轻女子过来搭讪：“我知

道神医住哪里。”听说了“神医”的种种

神奇，周娭毑也动了心。

一路上， 她们聊起各自的家庭情

况，到了“神医”家后，一名男子自称是

“神医”的孙子，在没有问周娭毑任何问

题的情况下， 对她的家庭情况一清二

楚，这让周娭毑对他深信不疑。听到儿

子会有事，周娭毑急忙回家取钱“拜菩

萨”。 儿子佘先生看到她从家里翻出存

折，问她又不肯说。佘先生觉得很可疑，

便拨打电话报警。

办案民警介绍，“求医的托儿和周

桂珍交谈时，旁边一直有名‘同事’在偷

听，并迅速将偷听到的信息报告给‘神

医’，这才造就了神医的‘神’。”民警表

示， 若有类似被骗经历， 可拨打

0731-88431003向望城桥驿派出所报

警。

■记者 王为薇 黄娟 通讯员 谭开宇

公共会所变银行 400业主讨说法

业主质疑开发商私自改变功能性质 开发商：产权在我名下，要改成商业中心

神医什么都知道，原来是偷听来的

望城破获一“神医”诈骗案，抓获6名犯罪嫌疑人

7月10日上午，长沙市韶山路三万英尺小区大门西侧，该栋建筑原是小区公共会所，如

今被转卖出租给别人，400余名业主正集体维权。 记者 吕菊兰 摄

本报7月10日讯 长沙市韶山路一小

区会所， 本是供住户使用的公共休闲场

地，但最近突然装修成一家银行，业主们

一打听才知道，去年，会所就被开发商卖

给了私人，然后又被出租。今日上午，三万

英尺小区400多名业主自发集合在一起，

为小区会所转卖一事讨说法。

公共会所被卖？

上午9点30分，“还我会所”等三条横

幅醒目地挂在三万英尺小区的门口。现场

业主情绪激动， 李女士告诉记者：“购房

时，开发商的广告宣传中提到，这个会所

供住户使用，是集娱乐、健康、休闲于一体

的公共会所，现在居然被卖了！”

公共会所位于小区大门右侧， 名为

“钢琴会所”，共四层楼，总面积2000余平

方米。 据李女士介绍，2006年9月-2008

年， 该会所都是作为售楼部使用， 直到

2008年4月业主入住后才作为会所开始

使用。“会所内有桌椅供居民开会使用，有

电影播放器材，每个周末都会在顶楼播放

露天电影，小区就这么个室内活动室。”

开发商私下申请变更

业主们多次要求开发商与规划部门

给出答复。上个月，长沙市规划局给出的

答复是，并没有批其性质的变更，只是同

意名称的变更， 也就是原本的“钢琴会

所”，变更为“商业中心”。

业主代表7月1日从长沙市城市建设

档案馆调出小区原始规划图的复印件，记

者注意到，正在进行装修的部位，在规划

图中清晰标注为“会所、托儿所”。“原本的

规划写的是会所，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

况下，私自向规划局申请变更。”业主们气

愤地说。

多部门现场叫停违规施工

在业主们的集体反对下，会所的装修

暂时停工，银行方面表示，会延缓开业时

间。

随后，长沙东塘街道办事处负责人介

入处理，开发商派出一名负责人向业主进

行解释。他介绍，2008年起，小区会所一直

处于闲置状态，他们才考虑出售，“报建

时，会所是单独报建的，拥有单独的产权，

而且里面的面积没有分摊， 在我们名下，

我们希望将它改变成商业中心。” 该负责

人还表示， 一切都按照要求进行了公示，

合理合法。“公示期间，我们确实收到了业

主的反对意见，但是只有6户，当时只有6

户，在我们看来，是可以进行变更的。”

开发商的解释立即遭到了现场业主

的反驳，业主们表示，开发商虽然拥有会

所的产权，但是私自改变功能性质，也需

要征求业主的同意，这一点在双方签订的

《物业临时公约》中也有约定。

长沙市规划局一名工作人员也赶到

现场，他表示，开发商拥有会所产权，而变

更仅限于建筑名称，并没有涉及到原批准

图纸中所确定的平面布局和建筑功能。

“目前的施工不仅破坏原有布局， 还改变

了建筑功能，且没有在建设部门取得施工

许可证。”

多部门当即叫停了违规施工。长沙市

规划局表示，将在近期对此事做出认定和

答复。■记者 吕菊兰 实习生 罗佳 邓红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