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2日讯 春节临近，礼
品市场硝烟又起。日前，徐福记在
长沙进行推广会，以核心产品“酥
心糖”来深化“新年”与“徐福记”之
间的关联， 推出徐福记新年糖，凸
显用“心”传承，用“心”过年。

据悉，徐福记新年糖主要分
为四大类，包括节庆年糖、休闲年
糖、 精选饼点和喜糖4个品类，有
29个品种的包装糖果，57个不同
规格的单品。在产品包装方面，为
满足春节馈赠需求， 徐福记新年
糖延伸品类推出深受大众喜爱的
厚切凤梨酥、浓99鲜奶糖礼盒装，
整体以喜庆欢乐的红、 金色色调
为主，并辅以诱人的产品裸图，让
消费者送礼更显档次，更有面子。

徐福记相关负责人表示，新
年糖的上市， 就是想让大家感受
到：无论身在何方，只要“用心品
味”徐福记酥心糖，就能感受回家
过年、 与家人团聚的幸福感觉。

■肖祖华

联合手表商玩“闪付”，银行也是拼了

徐福记推出新年糖
迎战春节市场

伴随支付创新日新月异，互
联网企业和传统金融机构已短
兵相接，在“医食行乐”等多个场
景抢占支付市场。22日， 中国银
联发布数据显示，2015年银联
网络转接交易金额53.9万亿元，
同比增长31.2%。

北京市民王小姐在阜成
门附近一家便利店用腕表轻
松“一挥”，便完成结账。毫秒
间的支付速度得益于王小姐
腕表中嵌入的一张IC卡芯片。

20日， 斯沃琪腕表与交通银
行、银联合作推出的支付腕表
正式发售，目前已在部分超市
和咖啡店推广开来。

“2016年将是银行快速布
局的一年，预计2017年以‘云
闪付’为代表的银行系移动支
付量快速增长，也许可以带领
传统银行在移动支付战场上
杀出条血路。” 中国人民大学
重阳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董希淼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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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标致 508 助阵《最强大脑》
诠释高品质用车体验

万众期待之下，2016年 1 月 8 日
《最强大脑》第三季开播，各界脑神们
再度集结， 再次带来了令人震撼的脑
力盛宴。 作为“驾乘尽享的中高级杰
座”，东风标致 508 荣耀登场，这一融
汇“T+STT高效动力”、“智能驾控”、
“全球设计”的荣耀杰座，是为“心赏
家”精心打造的高品质座驾。此次“《最
强大脑》·荣耀杰座”的强力合作，也有
着不约而同的默契， 被看成是注定的
“姻缘”。

荧幕上脑神们的超强脑力， 再一
次让观众们感慨他们的天赋异禀。 而
作为《最强大脑》的合作伙伴，东风标
致 508 同样具备优越的性能天赋。
508 搭载最强芯“T+STT 高效动力”，
其强劲的动力和出色的油耗表现，可
以称得上是同级中的佼佼者。

东风标致 508“T+STT 高效动
力” 搭载 1.6THP、1.8THP 两款发动
机。 1.6THP 连续八年获得国际发动
机大奖，最大功率可达 123kW、最大
扭矩可达 245N·m， 动力水平相当于
2.4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或大众 1.8TSI
的水平。 而师出同门的 1.8THP 发动

机更是不甘示弱， 最大功率
可达 150kW、最大扭矩可达
250N·m， 超过标杆竞品
2.0T水平。 而在实际驾车过
程中， 在动力参数的优势之
下，全新 508 更是可以为用
户带来更具激情的驾乘体
验。 随着《最强大脑》第三季
的播出， 新一轮的脑神 PK
也正在逐步火热上演。 而东
风标致 508 与《最强大脑》，

无论是在产品本身， 还是在目标人群
上都有着深厚的默契度， 相信这也是
二者达成合作的主要原因。 在随后的
3 个月里，每个周末“《最强大脑》·荣
耀杰座”都将共同迎接挑战。而“《最强
大脑》·荣耀杰座” 将会谱写怎样的故
事，不妨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吧！

保本基金持续热销
诺安益鑫保本基金顺利收官

2016 年开年，股市遭遇“滑
铁卢”行情，上证综合指数不断创
出新低。 与持续降温的股市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 保本基金顺势爆
发。 一些具有多年保本基金运作
经验， 旗下已有保本基金业绩优
异的基金公司， 其新发保本基金

更是呈现抢购热潮。其中，1月 11
日开始发行的诺安益鑫保本基
金，募集期仅有 8 个工作日，该基
金已于 1 月 20 日顺利收官，结束
募集。 目前大家可以通过中国建
设银行等各大银行、 券商和诺安
基金直销平台进行购买。

工银瑞信荣获《亚洲资产管理》
最佳基金管理人等两项大奖

亚洲权威资产管理杂志《亚
洲 资 产 管 理 》 (Asia� Asset�
Management)2015 年度“资产
管理行业最佳成就奖” 评选结果
近日揭晓，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公
司凭借股债双优的业绩表现与综
合实力斩获两项殊荣， 工银瑞信

获得 2015 年度“中国最佳基金管
理人奖”， 总经理郭特华女士继
2013 年之后再度获得“年度最佳
CEO”荣誉。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2015 年工银瑞信旗下有 13 只基
金业绩进入同类基金前十，其中 7
只居同类前三。

本报1月22日讯 在今天
举行的第七届长沙电商年会
上，2015年度优秀电商评选结
果揭晓， 苏宁云商总经理窦祝
平和友阿股份营运总监兼品牌
事业部总经理胡硕成为“2015
年度电商风云人物奖”得主。此
外，都市花乡、懒猫旅行、梦想
起航、纳联网络、贝友科技、钉
子支付成为“2015年度新锐电
子商务企业”；竞网、海商网络、
思洋信息、 网创电商、 薪火信
息、天网咨询、果派设计、拾牛

网络、 腾辉网络、 易达摘得
“2015年度最佳服务商” 称号；
湖南农大电子商务系、 民政学
院电子商务系、 商务职业技术
学院曾鸣老师以及湘潭大学刘
湘蓉老师获得“2015年最佳电
商园丁奖”；通程电商、创研科
技、懒猫旅行、贝友科技、联通
湖南分公司、梦洁电商、梦想起
航、招行长沙分行荣获“2015年
度最佳电商创新案例奖”。

■记者 杨田风
实习生 何敏讷 通讯员 何琳

2015年长沙电商，谁是风云人物？

1月22日，消费者在北京某便利店使用具有“闪付”功能的银联卡完成购物支付。 新华社 图

新三板挂牌公司股票能不
能通过场外机构和互联网平台
转让和发行？ 资管计划平仓约
定与法律法规不一致时如何协
调？ 新股发行中保荐机构如何
执行先行赔付？ 针对资本市场
近期热点话题，中国证监会2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做了回
应。

场外机构不得交易
新三板股票

针对市场上出现场外机
构、 互联网平台开展新三板挂
牌公司的股票转让和股票发行
活动，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晓
军说，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是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
的唯一合法平台。

“其他任何市场机构不得
组织该类交易行为和股票买卖
意向信息的发布。” 张晓军说，
中国证监会、 全国股转系统将
加大日常监控和查处力度，一
经发现违法违规情形将作出严
肃处理。

他同时提醒投资者， 不要
参与任何场外机构、 互联网平
台开展的挂牌公司股票转让和
股票发行等活动， 防止自身权
益受到损害。

张晓军还透露， 全国股转
系统正在建设挂牌公司转让意
向平台， 该平台可为交易用户
提供挂牌公司股票转让意向信
息的发布、修改和删除等服务，
为注册用户提供转让意向信息
查询服务， 平台预计2016年2
月正式上线运行。

大股东减持不得违反短线
交易禁止性规定

在股市异常波动期间，部
分上市公司设立资管计划增持
股票，但随着股票下跌，个别公
司资管计划出现平仓情况。上
市公司大股东如何既遵守资管
计划的合同约定， 又不违反监
管部门的法律法规？

根据《上市公司大股东、董
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大

股东3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减
持比例累计不得超过1%。同时
相关条款规定， 大股东减持其
通过二级市场买入的上市公司
股份，不适用“减持规定”。

张晓军据此表示，股市异
常波动期间，上市公司大股东
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自二级
市场买入股份， 减持时不受
“减持规定” 有关减持比例等
限制。

但同时张晓军强调， 上市
公司大股东减持股份， 不得违
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
关短线交易的禁止性规定。

证券业协会将制定
先行赔付制度规则

针对市场关注的新股发行
中保荐机构如何执行先行赔付
问题，张晓军表示，下一步，将
基于先行赔付的自律措施定
位， 按程序由证券业协会制定
专门的制度规则， 明确先行赔
付的条件、 标准和程序等具体
规则。

先行赔付是一种便利投资
者获得经济赔偿的替代性制度
安排， 对于投资者因欺诈发行
等严重违法行为而遭受的损
失， 由承担保荐责任的保荐机
构基于其事先的自律承诺先行
赔付投资者， 并相应取得向发
行人依法追偿的权利。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号———招股说明书（2015年
修订）》，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
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 将先行赔偿投
资者损失。

“对保荐机构自行承诺先
行赔付作安排， 目的在于有效
落实中介机构责任， 遏制欺诈
发行行为， 强化对投资者的保
护。”张晓军说，先行赔付是基
于我国市场目前的法治和诚信
环境， 有效落实投资者权益保
护的有益探索。 ■据新华社

场外机构不得交易新三板股票
证监会回应资本市场热点话题：证券业协会将制定先行赔付制度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