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阿股份新任总裁胡硕。

2月22日，友阿股份与湖南电信战略合作发布会现场。 友阿股份 供图

2018年8月首批养老目标
基金正式获批， 正式拉开了公
募基金助力个人“投资养老”和
养老体系第三支柱建设的序
幕。

公募基金有望正式纳入个
税递延优惠政策， 届时将迎来

个人养老投资的新时代。 在此
背景下， 华夏基金顺势推出华
夏保守养老目标一年持有期混
合 型 发 起 式 FOF （代 码 ：
010281）， 成为华夏养老目标
基金“军团”中又一“悍将”，为
投资者再添专业的“一站式养

老投资解决方案”。
此次将于2月25日迎来发行

的华夏保守养老目标一年FOF正
是许利明的新作， 是华夏养老目
标基金“军团”中第六只产品，填
补了此类细分产品线的一个空
白。

如何为投资者提供一站式
的资产配置解决方案， 东方红
资产管理推出了一款FOF产
品———东方红欣和平衡配置两
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

（FOF），2月22日至3月5日首
发， 旨在全市场精选优质基金
产品、优化资产配置结构，帮助
投资者在较低波动下追求更高
的收益。

该FOF产品的基金份额自买
入后需锁定持有两年，鼓励投资者
中长期持有，避免投资者在择时操
作中陷入“追涨杀跌”，让基金收益
率真正转化为基民回报率。

2月18日， 一名客户来到农
业银行娄底分行辖内的双峰和森
分理处， 紧紧握住网点主任彭倩
的手，“搭帮农行帮我识别电信网
络诈骗，不然，过年我都会感到不
舒服。”

春节期间，该客户来到分理
处柜台办理转账汇款，彭倩在受
理该业务并进行“三问二看一核
对”时，了解到客户所在乡的“彭
书记”欲向他借款，客户考虑到
自己的企业发展需要“彭书记”
的支持，便毫不犹豫地来到农行
和森分理处，欲向“彭书记”指定
的银行卡账户汇款。凭着高度的
职业警惕， 彭倩立刻询问客户，
是否认识对方， 是否进行了核
实。客户告诉她，自己所在乡的
“彭书记” 主动添加了客户的微

信，并告诉客户，他的银行卡出了
点问题，不能转账，需向客户暂借
一万元应急。彭倩意识到，这情形
与诈骗分子假冒乡镇领导，向辖内
村（社区）干部、企业主行骗的案例
极为相似，于是立刻停办了汇款业
务， 并将类似的案例告知客户，提
醒客户先向彭书记电话核实再汇
款。客户意识到可能遭遇了假“彭
书记”行骗，为进一步证实情况，客
户拨通了彭书记的电话，才知道自
己险些上当受骗。

据了解， 针对春节期间电信网
络诈骗高发的特征， 该行辖内分支
机构多方面加大了防范力度。 今年
春节假期， 该行营业网点在柜台业
务中， 已成功堵截电信网络诈骗和
疑似电信网络诈骗五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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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阿股份2月22日发布公
告， 公司于2021年2月19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及聘任
公司总裁的议案》。

公司原总裁陈细和因工作
安排需要调至公司控股股东任
职， 不再适合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 董事会同意调整陈细
和的总裁职务。

而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从
陈细和手中接过总裁一职的，
正是友阿股份董事长、 实际控
制人胡子敬之子，胡硕。

公告显示， 公司董事会同
意聘任胡硕为公司总裁， 任期
自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
会任期届满时止。

出生于1979年4月的胡硕，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霸”。
2001年， 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
学物理系， 并考取了清华大学
物理系凝聚态专业硕士研究
生。2004年研究生毕业后，胡硕
又攻读了英国牛津大学材料系
量子信息计算专业博士。2009
年，获得博士学位的胡硕回国，
之后于2013年入职友阿股份。

学霸“二代”接班

友阿股份迎来
牛津博士总裁

从 友 阿 海 外 购 到
7-ELEVEn便利店，再到友阿
“家庭超市”， 年轻的胡硕与
资深的友阿股份之间的化
学反应总给人无尽的想象
空间。 而细数他的专业背
景，会发现今年不过42岁的
年轻总裁是一位不折不扣
的“理工男”。

“学理科时，掌握的本领
是透过现象找本质， 做商业
也是同样的道理。” 胡硕笑
言，“跨刀”商界后，总尝试通
过商业的现象去寻找它的本
质，“两者并不冲突。”

此次合作湖南电信，也
属跨界， 是友阿股份寻求智
慧零售转型的一次全新尝
试。由此，会否开启友阿股份
在湖南、 乃至全国商界一次
全新的强势上扬？

近年来， 随着各种电子
商务形式的不断涌现， 随着
长沙IFS的开业，湖南商界风
起云涌， 竞争异常激烈。而
友阿股份，作为湖南本土商
业的代表，也开始了由胡硕
领衔的智慧零售多次转型
尝试。

是传承， 也会是升级迭
代。 注入新鲜血液的友阿股
份，更年轻的接班人，能否在
与世界500强企业同台竞技
的舞台上， 重现湖南本土商
业巨头的荣光， 不禁让人充
满期待。

农行娄底分行为群众守护春节“钱袋子”
基金资讯

东方红欣和平衡两年混合FOF�2月22日起发行

“华夏保守养老目标一年FOF”2月25日迎来发行

出任总裁后的首次公开亮
相， 胡硕出现在友阿股份与湖
南电信的战略合作新闻发布会
上。据了解，两大行业龙头的强
强联手，将于今年3月15日在湖
南电信IPTV上上线友阿“家庭
超市”， 打造国内首家电视版
“家庭超市”。

与移动端的线上购物相
比， 电视大屏成为了“家庭超
市”的载体，这与此前友阿股份
和云米科技合作推出的云米智
慧大屏冰箱有几分相似， 却各
有千秋。

胡硕介绍， 友阿云米的智
慧冰箱拥有物联网的基因与智
慧互联互动的功能， 但它是一
种硬件层面的智慧端口， 配合
全屋互联网家电方案， 友阿云
米智慧冰箱的大屏可以向用户
提供身边的智慧化生活服务。

与湖南电信共同打造的友
阿“家庭超市”，是一种软件和

商业模式上的智慧服务平台。
据了解，友阿将通过湖南IPTV
电信电视植入友阿微店的创新
模式， 构建全国首个“家庭超
市”服务平台，让友阿的商品和
服务快速深入中国电信湖南分
公司770万IPTV电信电视用户
家庭， 进一步促进企业的人、
货、场的数字化、智慧化。

同时，友阿“家庭超市”还
推出了合伙人计划，“与顾客共
享收益”，40%的净利润将分享
给“家庭超市”合伙人。

胡硕认为，当5G及物联网
普及后，物联网的关键在物而
不在网，5G时代的消费场景
不再局限于常规的线上和线
下， 任何一个可以联网的智
能终端，“比如电视机， 都有
可能成为一个消费平台，智能
硬件将根据用户平时的使用
习惯， 为每一个用户精准推荐
生活所需。”

2月22日，上市湘企友阿股份发布公告，任命胡硕
为公司总裁。 现年42岁的胡硕为友阿股份董事长、实
际控制人胡子敬之子，拥有英国牛津大学博士学位，此
前担任友阿股份副总裁、运营总监。

同日，友阿股份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与湖南电信
达成战略合作，探索智慧新零售，打造国内首家电视版
“家庭超市”———友阿“家庭超市”，定于今年3月15日
在湖南电信IPTV正式上线。

近年来受到电商冲击，百货零售企业日渐式微。如
今，年轻的“小胡总”开始接班，依托770万湖南电信用
户流量的友阿“家庭超市”即将上线，友阿股份会否迎
来“第二春”？

入职友阿股份8年，胡硕先
后担任了公司品牌事业部总经
理、公司营运总监、公司副总裁
等职务。

在此期间， 他先后牵头负
责了公司数字化经营、 百货事
业、酒类事业以及微购友阿、友
阿 海 外 购 、 友 阿 微 店 、
7-ElEVEn(湖南 )等公司重要
经营项目。

最近一次，是友阿股份于
2019年顺利拿下全球便利店
“头牌”7-ElEVEn的湖南省特
许经营权。 公开数据显示，于
2020年5月开出的7-ELEVEn
湖南首店开业当天销售额突
破了50万元，创下了当时全球
便利店单店单日销售的最高

记录。
目前，7-ELEVEn便利店

已在长沙开放加盟， 虽受疫情
影响， 但其门店数仍在快速增
加。此前，胡硕曾对三湘都市报
记者表示，其3年的开店目标为
100家。

此外， 友阿微店项目与友
阿海外购项目合并而成的友阿
云商网络有限公司， 荣获了
2014年度长沙电商优秀公众号
暨最佳移动电商实效营销案例
奖、2015年被评为湖南省移动
互联网重点企业； 微购友阿获
2014年度最佳商业自媒体奖；
友阿微店获得由长沙市电子商
务协会颁发的“2016年度最佳
电商创新案例”等等。

在公司历练8年，学霸“二代”出任总裁

跨界而来，多次出手成绩不俗

携手770万电视用户流量，让电视大屏变“家庭超市”

友阿“商业五虎”
精彩会否重现

■记者 潘显璇 朱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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