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金资讯

国庆节前夕，桑顿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与湘潭云
菏新能产业基金签订投资
合作协议，桑德集团新能源
产业再添砝码。

“回湖南投资是因为家
乡情结。未来桑德集团新能
源业务的核心会一直放在
湖南。” 桑德集团董事长文
一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常
这样说。

文一波是湘潭湘乡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
系，1993年“下海”创办了桑
德集团。凭借着“敢作敢为”
的拼搏和创新精神， 文一波
带领桑德集团在中国环保领
域不断“破局”，从工业废水
向城市污水、城市给水、城市
固废、危废、环卫、再生资源、
新能源等领域不断拓展。

经过不懈努力，桑德集
团逐渐成为国内领先的环保
综合服务商、 新能源综合服
务商，跻身行业领跑矩阵。

文一波一直在等待一
个机会，想要回报家乡。

2011年，文一波受湘潭

地方政府盛情邀请，在湘潭
经开区投资创办桑顿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

在母公司桑德集团全
力支持下， 短短几年间，桑
顿新能源打通行业上下游
各关键环节，构建了从锂离
子电池材料前驱体、正极材
料、单体电芯、电池云平台
到“互联网+”电池回收、废
电池再生等全产业生态链
闭环。

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坚
定了企业发展的信心和投
资的决心。 在桑顿新能源，
一个千亿产业集群园区的
蓝图已经绘就：桑顿计划在
2020年打造出首座智慧工
厂，实现生产智造化、产品
智能化，全面实现工业4.0。

今年5月， 文一波再次
在家乡签下投资额达50亿
元的桑德集团创新科技园
项目， 助力湘潭打造汽车
“千亿产业”。此外，目前，桑
德集团在湖南多个市州布
局新能源业务， 除了湘潭，
在长沙、 邵阳也有项目落
地。

“桑德集团的新能源核
心业务会一直放在湖南。”
文一波笑着加上一句：“我
都已经在湘潭买房了。”

■记者 杨洁规

湖南老字号即将破百，创新仍是难题
第四批拟认定名单进入公示期，德胜斋、湘绣、南北特食品、千金药业等35个品牌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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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4日讯 湖南
老字号企业队伍将进一步壮
大。今日，记者从湖南省商务
厅官网上看到， 第四批拟认
定的“湖南老字号” 进行公
示， 35个品牌榜上有名。在
最后一个环节公示期如无变
化， 我省老字号企业数量就
将破百达到116家。

35个品牌拟认定
“湖南老字号”

火宫殿、 玉楼东、 又一
村、 杨裕兴……一家家耳熟
能详的老字号企业， 承载着
一代代湖南人的记忆， 更是
湖湘文化一张张靓丽的名
片。截至第四批最终认定前，
我省共有81家老字号企业，
其中， 由国家商务部授予的
“中华老字号”20家， 由省商
务厅授予的“湖南老字号”61
家。今年2月，省商务厅启动
了第四批“湖南老字号”申报
工作，经过初选、复审后，拟
认定“德胜斋”等35个品牌为
第四批“湖南老字号”，目前
进入最后的公示环节。

记者注意到， 这35个品
牌分布在全省多个市州，涉
及到食品、医药、陶瓷、宾馆
等多个领域。其中长沙最多，
占了6个， 包括南北特食品、
湘绣等。

在这些上榜品牌中，既
有国内知名的大品牌、 上市
公司，如湘窖酒业、千金药业
等， 也有在当地小而美的品
牌，如长沙南北特、新化白溪
豆腐等。

坚守老品质创新
是亟待破除的困境

在第四批老字号企业通
过最后公示后， 我省的老字
号企业队伍就将进一步壮
大，有望达到116家。

根据省委、省政府今年8
月印发的《关于开展质量提
升行动的实施意见》 中提出
的意见，我省力争到2020年
将培育具有国内市场竞争力
的湖南老字号100个。

同时也应看到，有不少
昔日辉煌的老字号，在新时
代却活力缺失。 据了解，现
有的老字号企业中，大多采
用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普
遍缺乏职业经理人、专业营
销人员和专业电商人才。此
外，负担重、运营成本高，品
牌地域性强、 市场开拓艰
难，经营观念陈旧等都是当
下老字号企业发展亟待破
除的困境。

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何坚守
品牌特色，坚守“老”的品质
而又有所创新， 是老字号企
业普遍面临的严峻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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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省非常重
视老字号的品牌保护和发
展，湖南省商务厅、发改委
等14部门就曾联合发布
《关于保护和促进湖南省
老字号发展的若干意见》，
从建立保护体系、 建立促
进体系、 建立评价和宣传
体系四个方面提出了12条
意见， 形成促进湖南省老
字号发展的合力。

在“支持老字号企业经
营创新”方面，意见鼓励老
字号应用微博、微信等新媒
体，传播老字号品牌历史和
商业文化。鼓励老字号发展
在线预订、网订店取（送）和
上门服务等业务，通过线上
渠道与消费者实时互动，为
消费者提供个性化、定制化
产品和服务等。

意见还提到，2018年3
月起， 湖南省将每两年组
织一次“湖南老字号”的认
定工作。 推动老字号传统
工艺振兴，通过设立工作站
等方式，帮助传统工艺与现
代设计、 现代工艺等相融
合。建立健全湖南省老字号
档案。在购物中心、大型百
货商场、 大型超市设立更
多老字号品牌专区等。

■记者 杨田风

每两年组织一次
“湖南老字号”认定

受益今年以来债市慢牛行情，债券
型基金尤其是纯债基金今年以来整体
业绩飘红。其中，曾在2017年连续获得
金牛奖和明星基金奖的东方基金旗下
纯债基金东方添益债券基金，今年前三
季度涨幅已经超过6%，并位居同类基金
前茅，为其投资者实现了保值增值的稳
健理财目标。

作为一家成立超过14年的基金管
理公司，东方基金固收团队对债券市场
的运行机理与趋势有非常深入的理解，
并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经验，旗下固收产
品在今年慢牛行情中的超额收益率同
样位居同期可比基金公司前茅。

震荡行情债基资金成避风港
东方添益债基年内涨幅超6%

伴随央企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银
华中证央企结构调整ETF联接基金于
10月15日起在工商银行、 银华基金官
网等渠道开始发行。该ETF联接基金的
跟踪标的是中证央企结构调整指数，旨
在引导市场关注优质央企、关注结构调
整改革，帮助投资者分享央企改革的红
利。据了解，该基金将以不低于90%的
基金资产投资于银华央企结构调整
ETF，该ETF跟踪的是由国有资本运营
公司中国诚通定制、中证指数公司编制
并发布的中证央企结构调整指数。

银华中证央企结构调整ETF
联接基金10月15日首发

文一波：
助力湘潭打造汽车千亿产业

近日，在养老金投资管理领域深耕
多年的南方基金，联合21世纪经济报道
资本研究院出品了《2018中国养老金第
三支柱发展元年报告书———子报告》。
《报告》 重点分析了我国养老体系建设
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困境，提出了化解困
局的重要途径，并对公募基金如何助力
养老金体系建设提出了建议。

与此同时， 南方基金已于10月正
式发布养老子品牌“南方养老”，并于
10月15日推出旗下首只养老目标基
金———南方养老目标日期2035三年持
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

南方基金推出养老金
第三支柱发展元年报告书

公募基金2018年3/4角逐赛榜单揭
晓，在A股持续震荡的行情下，部分灵活
配置混合基金显现出策略优势，逆势斩
获正收益。其中，天弘基金旗下天弘裕
利灵活配置型基金（A类：002388， C
类：005997），依托独到的货币增强策略
均收益为正， 天弘裕利A前三季度收益
率达4.66%，同类排名44/1643，远超市
场平均水平，同时跑赢业绩基准近10个
百分点；成立以来总回报12.92%。在业
内人士看来，灵活的仓位控制和资产配
置策略是天弘裕利业绩领跑的关键点
之一。

年内3/4赛程报告揭晓
天弘裕利逆势获正回报

长沙坡子街火宫殿古戏台，游客欣赏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近年来，老字号在拉动消费、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中彰显的重要作用正越来越得到重视。 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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