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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稳增长”政策的持续
推动下，近期基建板块持续领
涨沪深两市，8月12日至19日，
基建板块的典型代表———中
国中铁的周涨幅逾10%。受益
于整体板块的带动，相关主题
行业基金也随之大涨。银河数
据显示，上周信诚中证基建工
程（LOF）指数基金的周涨幅
高达6.52%， 在同类可比的
343只标准指数股票型基金中
排名第一。另据天天基金数据
统计显示，截至8月19日，在同
期沪深300指数跌幅为9.81%
的情况下，该基金今年以来逆
势上涨10.83%，与同期业绩比
较基准相比，实现超额收益近
25%， 业绩在同期可比的579
只产品中排名第7。 ■黄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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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
血脉。近年来，中国光大银行
长沙分行以独特的经营模式
和发展风格活跃在湖南经济
社会的舞台上，并逐步在资产
管理、金融创新、风险管控、社
会责任担当、特色党建等方面
形成自身优势和品牌。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扎根
湖南， 向湖南地区投放信贷
3000多亿元，其中向城镇化建
设、政府融资平台、公共事业
单位等提供表内外融资1500
多亿元；大力支持支柱产业转
型升级， 发放贷款逾1000亿
元； 向中小微企业发放贷款
300多亿元。 一串串华美的数
字绘就了光大银行长沙分行
与地方鱼水相依、共生共荣的
完美答卷。

紧跟发展大势
输血地方经济

中国光大集团创办于
1983年5月， 是中央管理的国
有重要骨干企业。 光大银行，
作为中国光大集团的骨干企
业，也是国家注资并控股的全
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国有银行，光大紧跟
大势顾全大局。光大银行长沙
分行大力推行重点项目“一把
手工程”， 着力整合协同国家
战略和稳增长政策、总行的投
向政策、 分行的审批政策、经
营单位的营销能力、客户的有
效需求等各大因素，并对重点
项目建立“绿色通道”，实行限
时审批。

2015年以来，该行共营销
政府重点项目150个， 金额达
到600亿元， 成功审批通过项
目130个，金额达到400亿元，
实现投放项目100个， 金额达
到300亿元， 有力支持了棚户
区改造、基础设施、城市管廊
建设等一大批民生重点项目，
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
实现了自身发展，抢得了市场
先机。

扶持支柱产业
力推转型升级

中国银监会主席尚福林
曾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
要着力整合资金，支持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着力降低社会融
资成本优化金融服务。

为此，光大银行长沙分行
大力支持支柱产业转型升级，
重点支持装备制造等传统优
势产业加快向中高端迈进，累
计发放贷款逾1000亿元。该行
发挥集团“全牌照”优势，在为
企业直接融资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与财信金控、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五凌电力等客户
开展了债券发行、股权质押、到

期持有、融资撮合等业务合作，
累计金额超过600亿元。

此外，该行还重点促进新
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生物
医药等新兴产业规模化、集约
化成长，大力支持培育新能源
汽车产业，大力支持健康养老
事业发展，累计投放金额超过
200亿元， 支持了一大批企业
成长壮大，并联合光大证券支
持IPO上市。

深耕文化产业
扶持文化湘军

近年来，我国文化消费市
场发展迅速，然而在文化产业
大发展的背后，是众多中小型
文化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
贵等问题。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高度
重视与文化传媒企业的合作，
多年来，大力支持了湖南日报
报业集团、电广传媒等文化龙
头企业，有力促进了湖南文化
传媒行业的发展。

2015年末，该行为湖南日
报报业集团提供了3年期、2亿
元的授信支持，开创了双方在
信贷业务领域的首次合作。

当前，光大银行长沙分行
一方面加大对湖南省重点文
化建设项目的信贷支持，另一
方面依托光大集团金融全牌
照优势， 推出一揽子金融服
务，做好重大文化项目从规划
到建成不同阶段金融服务方
案的衔接。同时，该行还不断
拓宽文化企业融资渠道，特别
是加大对中小微文化企业的
扶持力度，为中小微文化企业
量身定制信贷产品。

勇担社会责任
发力精准扶贫

近年来，村镇银行已是湖
南农村金融的生力军，目前全
省共有33家村镇银行开业，而
光大银行长沙分行发起成立
的韶山光大村镇银行，则是其
中的突出代表。自2009年开业
以来，该行累计向农业小微企
业、 农户发放贷款26.6亿元，
支持了144家小微企业更新技
术、扩大规模，共带动600多户
农民通过发展农业产业脱贫
致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大会上，韶山光大村镇
银行党支部被授予“全国先进
基层党组织”称号，是全国唯一
获此殊荣的村镇银行，也是湖
南唯一获此殊荣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光大银行长沙
分行还是精准扶贫的践行者。
该行对口中国光大集团承担
了湖南新化、新田、古丈三个
县的定点扶贫日常工作，先后
派出4位挂职干部协助扶贫开
发，组织实施扶贫项目135个，
直接投入资金过亿元，帮扶10
余万人脱贫。

■记者 刘永涛 潘海涛
通讯员 陈翔

光大银行助推湖南经济转型升级
发放贷款逾3000亿元，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

嘉实基金主动权益投资再升级

随着国内经济持续转型升
级，新常态下消费、投资、外贸等
出现的新特征， 国家政策及产业
导向出现的新机会。 以嘉实基金
为代表的国内老牌基金公司积极
布局行业主题基金， 取得显著成
效。Wind数据显示， 截至8月26
日， 嘉实环保低碳今年以来以

19.10%的净值增长率在147只同
类股票型基金排名第1。 同时，2
月份成立的嘉实智能汽车城也实
现了21.40%累计净值增长率。主
动权益类基金业绩的优异表现得
益于嘉实基金在行业基金上的战
略性布局。

■黄文成

天弘基金坚定践行普惠金融
公募基金半年报披露显示，

整体上看， 公募基金机构份额占
比快速突破50%大关， 其中41家
管理人机构份额占比超过70%，
15家机构占比超过90%， 机构已
取代散户成为公募基金的主要持
有者。 而公募资产规模最大的天
弘 基 金 整 体 机 构 占 比 只 有
2.97%， 个人投资者依然是其最

主要的持有人， 成为普惠金融的
坚定践行者。 作为公募基金行业
的领头军， 天弘基金实现了资产
管理综合实力的新突破， 强者恒
强的地位愈加凸显， 据东方财富
Choice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
天弘基金共为投资者实现盈利
88.54亿元，是为投资者赚钱最多
的基金公司。 ■黄文成

“稳增长” 政策助推
基建板块领涨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因旅
游而发展，因旅游而闻名。多年来
一直紧紧围绕“旅游带动，富民强
乡”的发展战略建设，按照“龙头
引领、产业互补、全域覆盖”的发
展模式， 由单一景点旅游向全域
特色旅游转变。

张家界大峡谷景区给当地带
来了源源不断的客流，如何留住这
些游客便成了当地发展经济的重
中之重。对此，当地政府采用公司+
基地+农户的模式， 由合作公司实
行企业化管理，在旅游硬件方面应
对措施如下，道路桥梁建设以该乡
罗潭村为例，预计投资350万元，新
修改造3.48公里通村旅游道路，路
宽7.5米（硬化宽5米、水沟0.5米，绿
化、亮化2米），连接S306线至原慈
索公路，连通“三园”帮扶产业项

目； 投资60万元新修2座土家建筑
风味的风雨桥，既解决当地群众出
行难的问题，又满足乡村旅游的需
要；电力设施改造资金20万元，增
设2台电力变压器， 深埋电力、通
信管网1100米， 提升农网供电质
量、美化乡村环境，满足乡村旅游
产业对电力的实际需求； 人畜安
全饮水投资65万元，整修山塘，新
修沟渠， 铺设7000米自动给水管
网， 新建300立方米地下水窖，实
现人畜安全饮水， 满足了未来乡
村旅游发展的需要。 在基本产业
发展方面，引进社会资本，建设集
溶洞餐厅、 集装箱酒店、 帐篷营
地、跑马场、射箭场、青青牧场、蔬
菜园为一体的农耕文化体验区，
打造游客观光、认知、采摘、品尝、
购买等游览体验活动平台； 桃花

园投资46万元， 新建园区共500
亩， 位于罗潭村2、3、8组境内，栽
植长茂山优品桃树苗， 其果形端
正，肉质细腻，采摘期长，设计建
成生态观光、认购采摘、劳作体验
园林；杨梅园投资35万元，新建园
区共150亩， 位于罗潭村1、3组境
内，园里栽植乌梅、东魁优质杨梅
苗5000株，其果耐储运，鲜食制罐
兼优，设计建成休闲观赏、采摘体
验园林；瓦窑堡饭庄投资120万元
对原砖窑厂进行改造修建， 集休
闲娱乐、特色餐饮、户外拓展于一
体，弘扬“宜文则文”的乡愁文化、
发展特色土家餐饮产业。

该乡在当地政府的领导下，为
当地旅游建设带来了实质性的成效，
对推动乡域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作
用。至今，可归纳为四句话：走玻璃天
桥，游禾田山谷，吃土家美食，住特色
民居。 ■樊道泉 唐昊 罗元满

慈利县三官寺土家族乡旅游边缘经济风生水起

经济信息

8月31日，郴州市桂阳县敖泉镇湘山中药材种植基地，工作人员在采摘铁皮石斛。该基地建立了面积达5万余平
方米的智能温室大棚，种植铁皮石斛、白芨炼苗、三七、桔梗、苦参等名贵中药，年产药材8.5吨，带动3200余户农民
脱贫致富。目前，该县共有19个乡镇(街道)种植中药材，总面积3万余亩，产值约1.8亿元。

记者 郭立亮 通讯员 欧阳常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