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湘江金融发展峰会开幕

13“巨头”携资百亿入驻湖南金融中心

A10 经济·热点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下午，
在湖南金融中心， 我省本年度高
规格的金融盛会———“2017年湘
江金融发展峰会”开幕。现场，平
安银行、 华融湘江银行等13家机
构与湖南金融中心集中签订意向
协议，落子湖南金融中心，签约入
驻金融机构资产量超100亿元，其
中包括多家机构湖南总部、 全国
总部。至此，入驻湖南金融中心的
金融机构总数多达近30家。 副省
长何报翔出席并讲话。

湖南金融中心位于湘江新区
核心区、起步区滨江新城的核心，
东临湘江，西至银杉路，南起银盆
岭大桥，北达北津城遗址公园。该
中心规划面积约2.8平方公里，总
建筑面积约682万平方米，其中金

融办公150万平方米。 由政府主
导，先导控股集团开发运营，已被
省政府明确为湖南唯一的省级金
融中心，将建设成为立足中部，辐
射西部的全国区域性金融中心。
之前， 金融中心已正式入驻银行
类、证券类、保险类、资产管理类
等近20家持牌金融机构总部。加
上今天签订入驻意向协议的13家
金融机构，至此，落户该中心的金
融机构总数多达近30家。

本届峰会由省政府金融工作
办公室、 湘江新区管委会联合主
办，长沙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
岳麓区政府协办， 长沙先导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办。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张晶
实习生 李彬 王祎璇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 加快推
进脱贫攻坚步伐，11月9
日，2017双峰（湘中）农
特产品博 览 会 暨 电 商
扶 贫 论 坛 在双峰县青
树坪镇开幕。 省商务厅
副巡视员刘飞，湖南日报
社党组成员、社委、华声
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龚定名等出席博览会开
幕式。

据了解， 本次双峰
（湘中） 农博会举办地点
设于双峰县青树坪镇中
心大市场，以“农特产品
博览会”和“电商扶贫论
坛”为主题，推出“一届农
特产品博览会”“一次农
特产品评选”“一次专家
实地考察”“一桌双峰标
准宴”“一本精美画册 ”
“一场书画交流”等“九个
一”工程。

“四冷十二热、 一茶
一点心”———充满浓郁双
峰特色的“双峰标准宴”

品鉴是开幕式当天最大
的亮点。

据了解，这桌由徐大
斌、王伏明、张小春、任伟
政四位湘菜大师和6位双
峰本地资深厨师共同打
造的“双峰标准宴”，是湖
南省《湘菜系列地方标
准》发布后，我省第一桌
标准宴席。

据湘菜大师王墨泉
介绍，本次“双峰标准宴”
菜单由12道菜组成，另外
还有4道凉菜。依据“菜品
具有浓郁的双峰地方特
色， 具有较高的美誉度；
食材原料符合绿色 、健
康、安全标准，主要食材
来源双峰县本土” 的条
件，由双峰籍湘菜大师和
双峰籍资深餐饮企业负
责人共同协商，提出了40
个双峰标准宴候选菜品,
通过群众参与从中选出
了12道菜组成这桌“双峰
标准宴”。

■记者 黄文成

“没想到，拿到国外订单不出
10天，就从农行获得纯信用订单融
资贷款410万元， 及时解决了公司
资金周转的难题。” 湖南银山竹业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正文对农行“湘
汇贷”产品连连称赞，同时也对企
业“走出去”信心更足了。

湖南银山竹业有限公司主要
生产竹家具、 竹工艺品、 竹餐具
等，产品远销日本、德国等国家。
“从接受订单到收回账款， 要3个
月时间， 生产所需的资金量过大
造成资金短缺， 但没有合适的抵
押担保物， 找了几家银行都没贷
成。”得知农行“湘汇贷”无需抵押
担保就可轻松贷款， 让李正文喜
出望外。

今年以来， 为支持湖南银山
竹业这样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发

展， 农行邵阳分行成立了专门的
国际业务服务团队， 踏遍邵阳九
县三区、 走进市场为企业主提供
“一揽子”金融服务。截至9月末，
已累计投放15笔、4473.69万元贷
款， 助力一批皮草行业、 箱包行
业、 发制品行业等中小外贸企业
走出国门。 为有效满足中小外贸
企业的融资需求， 农行邵阳分行
创新推出“湘汇贷”产品，该产品
由湖南省农信担保公司提供免抵
押保证担保， 政府设立风险补偿
基金， 农行为符合贷款发放条件
的外贸企业提供从接受订单、组
织生产到应收账款回笼整个贸易
链的融资需求， 形成三方风险分
担机制， 切实破解外贸企业融资
难题。 ■潘显璇 潘琴

寒冷的冬季， 好友聚会活动的
首选莫过于一起吃顿火锅了。 记者
近日从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获悉，
该行“味新年聚惠，火锅5折宴”主题
火锅节活动已启动， 二十余家优惠
商户将为广大市民带来美味鲜爽的
火锅盛宴。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个人金融
业务部相关人士介绍，此次“味新年
聚惠”火锅节活动将从2017年11月
持续到2018年2月底，活动期间，市
民每周五在活动商户刷交通银行卡
便可享受折扣优惠最低5折。参与此
次“味新年聚惠”火锅节活动商家共
22家，涵盖香港、潮汕、重庆、成都、
长沙等地的风味， 包括顶福胜潮汕
牛肉火锅、香港阿杜打边炉、金煌牛
火锅等人气商家。 感兴趣的市民可
通过微信公众号“湖南交行微银行”
或客服热线95559了解详情。

据介绍，该行刚刚结束的“最红
星期五 活力惠享季”活动，不仅联
合长沙市内百家商户推出五折聚惠
活动， 更送出了价值20万元人民币
的美食代金券， 为长沙市民带来看
得见的美食优惠。

■蒋浩 易月

近日，由中国经营报社、中国
社会科学院、中经新金融研究院联
合主办的“新财富时代·变革创造
繁荣———2017中经财富管理高峰
论坛”暨“中经财富‘金琥珀’”颁
奖盛典在上海举行， 刚刚上市23
天的新华保险健康无忧C1从众多
参选产品中脱颖而出， 荣获2017
年度“优秀创新保险产品”大奖。

据悉，自2015年“健康无忧”
系列产品上市后，先后荣获“中国
保险业方舟奖”、“2015年度值得
关注保险产品”以及第十一届“中
国保险创新大奖”“最具市场影响
力保险产品”等众多奖项。截至今
年8月底，“健康无忧”系列产品保
费突破132亿， 客户数量突破300
万人。 ■吴文捷

10月，未来派轿跑 SUV� CX-4
以 7347台的成绩再创单月销量新
高。 不亚于传统都市 SUV的销量成
绩， 突显了 CX-4在轿跑 SUV细分
市场中的引领者形象， 助力一汽马
自达当月整体销量持续破万， 达到
10783台。

凭借 CX-4及阿特兹双明星产
品在各自细分市场的独特领先价
值，一汽马自达 1-10月总销量达到
了 99477台，同比去年增长 48.4%。
持续优异的成绩也为其实现全年 12
万台的既定销量目标进一步夯实了
基础。

CX-4月销量破 7000

一汽马自达同比增长近 50%

放眼当下，金融业正处于
时代变革浪潮的中心。 随着移
动互联网生态的崛起，通过流
量入口接入消费场景 ，尤其是
Fintech 技术的 大 规 模 改 造 ，
消费金融成为各路玩家争相
厮杀的战场 。 众所周知 ，信用
卡机构的产品是高度同质化
的，优惠商城活动 、附加权益 、
分期手续费成为同业竞争的

“红海 ” ，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
能否打造“随风潜入夜 ，润物
细无声 ”的极致体验才是在新
生态下赢得客户的终极门路。
体验是最后的综合表象 ，其背
后的载体正是流程 。 模仿产品
容易 ，模仿流程难 ，广发信用
卡中心正是利用流程的持 续
改进，在同业中走出了一条别
样的取胜之路。

新生态下的信用卡转型

精益六西格玛助广发卡别样取胜

幸福人寿成立于 2007 年 11月，
至此，已走过十年。 十年间，幸福人寿
注册资本自 2007年成立之初的 11.59
亿增至 101.3 亿元， 目前总资产超过
770亿元。截至 2017年前三季度，幸福
人寿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 176.9亿元，
同比增长 38%。 共开设 22家二级机
构、78家三级机构、150家四级机构。

银保渠道方面，幸福人寿已与建
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招商银行等全国性银行和多家区
域性银行建立合作关系；个人代理渠
道方面，幸福个险坚持组织发展和业
务推动的“双轮驱动” ，建设了一支

优秀的幸福代理人队伍；团险渠道方
面，目前已为数万团体单位提供了员
工福利保障服务。 资金运用方面，幸
福人寿将非标投资项目聚焦于大健
康、医疗养老产业以及消费升级类项
目这三大板块。 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
战略， 建立完善的产品开发流程，开
发及储备各类产品达 200余款。

目前， 幸福人寿已覆盖全国重点
省市区域的营销网络和多元化服务平
台，建立了以核保、理赔、客户服务为
核心，服务热线、官网、客服中心柜面、
微信服务号在内的“四位一体” 客户
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 7天 24小时不

间断服务。
2015年，幸福人寿在老年人住房

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首批城市签发
全国住房反向抵押首批养老保险保
单， 推出养老保障方式对国内保险市
场进行了有效补充。 截至 2017 年 10
月，幸福人寿“幸福房来宝” 老年人住
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产品已在北京、
上海、广州、武汉、南京、苏州、大连 7
个城市开展了试点工作，领取养老金
最高的老人每月可以领到 3.1万多元。

未来，幸福人寿将会进一步探索
开展养老保险延伸服务和业务，推进
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

幸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十年发展路程回眸

在震荡市下，股票方向基金却带
来实实在在的收益， 于是市场传出
“炒股不如买基金” 的呼声。 混合型
基金凭借灵活操作， 盈利能力爆发。

统计数据显示，三季度混合型基金总
利润达 755亿元，占全部基金盈利的
37%，超越货币基金成为赚钱大户。众
多混合型基金中，工银瑞信新趋势灵

活配置混合表现尤为出色，银河证券
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3 日，今年以来
及近一年业绩排名，工银瑞信新趋势
灵活配置混合均位列同类冠军。

混基盈利能力霸屏 工银瑞信新趋势赢战红十月

11月9日，双峰首届农特产品博览会会场，领导嘉宾们对展会进行巡视。

双峰首届农特产品博览会暨电商扶贫论坛开幕

湘菜大师与本土名厨联手
第一份“双峰标准宴”亮相

“味新年聚惠，火锅5折宴”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
请你吃火锅大餐

健康无忧C1揽获“优秀创新保险产品”奖

农行“湘汇贷”助力邵阳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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