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4月18日讯 米酒倾洒杆
子溪，阿妹扶我上戊梁。今天，2019
年怀化通道·侗族大戊梁歌会暨第
八届湘桂原生态民族风情节开幕式
在通道牙屯堡镇龙门山举行， 来自
湘、桂、黔三省（区）的侗、苗、瑶等
少数民族及全国各地游客聚集在通
道，听侗歌、看表演，感受浓郁的少
数民族文化气息。

大戊梁山上对歌赛舞， 最终演
化成侗族的“情人节”。今年歌会的
主题是“让世界侗听 唱着侗歌脱贫
摘帽”。 当天的龙门山是歌的世界、
舞的海洋。大戊梁歌会期间，第八届
湘桂原生态民族风情节开幕式也在
通道举办， 活动将进一步拉动湘桂
两省区旅游发展。 ■记者 石芳宇

通讯员 吴祥淼 颜石娴

侗家姑娘喊你来对歌
大戊梁歌会在怀化通道开幕

■记者 胡锐

基金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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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上午9时30分，伴随着
响亮的敲钟声，华夏中证四川国企
改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以下简称“四川国改ETF”）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成为中
西部第一家成功设立的国企改革
ETF， 打造了四川国资国企改革在
资本市场的“风向标”。四川省国资

委党委书记、主任徐进，四川省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副局长王琳、 华夏
基金总经理李一梅、 中信证券党委
委员 董事总经理刘文炳、中国建设
银行资产托管业务部总经理纪伟
共同为四川国改ETF上市敲钟。深
圳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李辉、 华夏
基金总经理李一梅致辞。

过去一周，A股持续调整。在此背
景下，天弘指数基金用户却仍处于入
场状态。天弘指数基金系列销售大数
据显示，4月5日-4月11日期间， 天弘
指数基金系列累计新增用户数超9
万，与上周相比基本持平，当周累计

申购金额近23亿元，环比增长96%，同
时也是最近四周最高金额。 同时据
WIND统计，4月5日-4月11日期间，
市场上ETF份额也大幅上涨， 增加
106亿份。 而此前一周该品类份额还
处于下降趋势，减少超55亿份。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数据
显示，2019年第一季度， 股票基金
和偏股混合基金收益总和约5121
亿元。 在市场逐渐回暖的大趋势
下， 诺安基金发行一只混合基
金———诺安恒鑫混合基金，重点关
注股票市场的投资机会。 据了解，
该基金将由诺安金牛基金经理韩
冬燕女士执掌。韩冬燕女士还将自

购诺安恒鑫混合基金200万元，与
认购该产品的投资者共担风险与
收益。韩冬燕女士是一位真正的价
值投资信徒，在投资中关注长期可
持续的投资回报，力求在波动不断
的市场中长期胜出。 业内人士认
为，这种管理风格非常适合当下需
要适度激进又需保持谨慎的市场
环境。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去年129�
家基金公司中，56�家实现盈利，工
银瑞信等 4�家公司旗下基金整体
利润达百亿以上。 而从公募基金业
诞生21年的长期视角来看，利润总
额排名领先的公司大多数是产品业
务布局均衡、 长期业绩良好的综合
性资产管理公司，如千禧年后2005
年才成立的工银瑞信旗下基金累计

利润跻身行业第六位， 居银行系公
司首位，达 868.33�亿元。成立13年
来历经市场考验， 工银瑞信均能够
以扎实的投研实力为依托， 通过把
握股票、债券、现金等境内外各类资
产的机会，为投资者创造、持续稳健
的投资收益，公司旗下20只基金成
立以来至去年底累计实现盈利达
10亿元以上，50只基金超1亿元。

本报4月18日讯 今天，由汇景
发展环球中心、 华声在线承办的亚
洲财富论坛湘江外滩资本峰会在长
沙举行，邀请了华尔街传奇人物、国
际著名投资大师吉姆·罗杰斯以及
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来到峰会现
场开讲。

从吉姆·罗杰斯的口中问出投
资的锦囊妙计， 想必是不少现场听
众最为关心的事。 在谈及过往的投

资经历及成功经验时，吉姆·罗杰斯
认为，了解自己的优势是投资场上的
利器，关注国情动态，合理分析经济
形势，往往能得出最优答案。

他坦言，“一带一路” 给了他看
好中国的信心，中国的铁路、医药、
金融、货币交易、能源和石油、文化、
网上零售、旅游业、农业/农村等领
域，都有很好的投资机会。

■记者 潘显璇

2019湖南车展主题论坛———“我们有梦 风云对话”在长沙举行

行业大咖与民间达人畅谈汽车梦

投资大师罗杰斯长沙开讲

3200点上下 天弘旗下两只行业指数基金获超额增持

四川国企改革ETF深交所隆重上市

诺安基金韩冬燕：做勇敢的价值投资信徒

汤国华：
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个汽车梦

“我这辈子就只做这一个梦
了， 让所有到兰天集团买车的人
都满意。” 目前早已是汽车行业
大咖的汤国华，说起自己的汽车
梦时依然很激动。他16岁当兵开
上汽车后， 便与车结下不解之
缘， 上军校学的汽车类专业，转
业放弃了去政府机关当领导的
公职，开启了汽车梦想。目前，汤
国华掌管的湖南兰天集团旗下
已经拥有一座汽车城、74家汽车
4S店， 计划未来4年内扩充至
100家店， 还建了一个老爷车博
物馆和卡丁车俱乐部。2017年湖
南兰天集团营收便突破了100亿
元，并在2018中国汽车经销商集
团百强排行榜中名列前50强。
“我还不算成功， 可以说只是跑
在成功的路上。我想，将来我总
要给世人留下点什么。我的汽车
博物馆，就是希望能让年轻人更
加了解汽车的历史和未来。”

论坛接近尾声时， 马湘滨感
慨地说：“各位嘉宾的精彩对
话， 让我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
一幅画面：桃李春风一杯酒，江
湖夜雨十年灯。 感谢大家带给
我这样的感受， 相信观众收获
更多！ 其实， 每个人都是梦想
家， 每个平凡的梦想都值得肯
定和赞扬。梦想需要执念，升级
人生需要靠一寸一寸奋斗来叠
加。因此，每个人都不要与梦想
失去联系， 在梦想实现之前，我
们永远不要给自己设限。万一哪
天，你的梦想实现了呢？”

载人飞行器“飞行摩托”已试飞1500多次，你期待吗？手工打造的“兰博基尼”与“原子
跑车”，你关注吗？中国汽车工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你知道吗？4月18日，由2019湖南
车展组委会主办的“汽车行业大咖与民间造车达人畅谈汽车梦想论坛”在长沙举行。

论坛以“我们有梦 风云对话”为主题，邀请了汽车行业大咖湖南兰天集团董事长汤国
华、湖南省汽车商会会长马湘滨以及民间造车达人———载人飞行器“飞行摩托”制造者赵
德力、仿版“兰博基尼”手工打造者李金国和仿版“原子跑车”手工打造者文超。论坛由马湘
滨会长主持，大家一起畅谈汽车梦想，述说着自己对梦想的挚爱与坚守。

当年放弃局长不当，自主
创业，最终打造了自己的汽车
王国， 这是汤国华的汽车梦
想；花1.5万元，利用业余时间，

瞒着家人和朋友偷偷打造出
一辆“兰博基尼”超跑，这是李
金国的汽车梦想；因为单纯的
喜欢， 花9000元、 用21天造出

“原子跑车”，这是文超的汽车梦
想； 赵德力则为了儿时的梦想，
关闭饭店，卖掉房子，最终造出
了准备量产的“飞行摩托”。

“我老婆为了支持我，悄
悄地卖掉了房子。” 论坛上，
赵德力在谈到自己坎坷的
创业经历时不禁哽咽。 从小
就酷爱飞机、飞行器的他，由
于家庭经济不允许，高中没毕
业便南下广东打工， 期间当
过保安，做过商贩，也开过饭
店。等有所积蓄后，再重拾儿
时的梦想。一次偶然买了一台
已损坏的无人机，之后便一发
不可收拾。正是因为不服输的
精神，2018年6月28日， 赵德

力在经历了1500多次的试飞
失败、50次的摔机后， 终于成
功了。“当晚，我买了一瓶江小
白和老婆一起庆祝，两人抱头
痛哭……”飞行成功后，他发
了抖音，便马上成为了各大媒
体的采访红人。目前，赵德力
已经拿到 2000万元投资资
金， 下一步计划量产。“追梦
的过程虽然很艰辛， 但走过
来之后其实很享受！ 我的梦
想：就是要造出中国第一台空
中载人摩托。”

“就是单纯的喜欢，不图
挣钱。”文超说到它手工打造
的“原子跑车”时，这样表达
着自己的心迹。打造这台车，
他只花了9000元，21天就可
以开出去了， 最高时速可达
145公里。

“那段时间，我加班到凌

晨一两点是经常的事。” 文超
说。 他15岁就当汽修学徒，18
岁自己开汽修厂。缘于对汽车
的热爱， 促使他决定自己造
车。“我的车开出去，会有百分
之百的回头率。未来将继续造
车，下一次，我想造一辆混合
动力汽车。”

“我就一直盯着看， 不停
地看， 围着它打转转看……”
当主持人问到他的仿版“兰博
基尼” 跑车刚出炉的感受时，
李金国拼命地找词，尝试着描
述了很多次，最后还是用了一
句“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形
容”来作答。他从小就憧憬能
开上跑车，直到2014年决定自

己做一辆“兰博基尼”，找造车
场地，白天上班，晚上在租来
的房子悄悄造车， 直到2018
年，“兰博基尼”终于面世。“我
特别喜欢很矮、 很炫酷的跑
车，买不起，就想自己造一台。
我的第一辆车是仿造的，打算
再造一辆自己设计的、外观很
独特的超跑。”

赵德力：追梦过程很艰辛，但也很享受

文超：下一次，我想造一辆混合动力汽车

银行系成为赚钱主力，天弘、工银瑞信、建信分红最阔绰

李金国：我想再造一台自己设计的超跑

从 左 至
右依次为文
超、 赵德力、
马湘滨、汤国
华、李金国。

这就是他们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