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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中旬后，股市热点
忽然变化，核心资产走弱，
顺周期股和中小盘股普遍
大幅反弹。 这显示了当前
股市虽然机会丰富， 但风
险也在提升。Wind数据显
示，截至2021年2月5日，二
级债基指数自2010年1月1
日 以 来 年 化 收 益 率 达
6.12%，表现优于长期纯债
基金指数和一级债基指
数， 对低风险偏好投资者
具备较好的长期配置价

值。
3月4日起，一只“固收

+”新品华夏鼎润（010979�
A类；010980�C类） 将开始
认购。作为二级债基，华夏
鼎润将以不低于80%基金
资产投资债券市场获取票
息收入， 同时能以不高于
基金资产20%的比例投资
二级股票市场，在兼顾相对
稳定性与流动性管理的前
提下尽可能分享股市上涨
的收益。

近几年，部分中生代主
动权益基金经理强势崛起，
赵蓓是工银瑞信内部培养
起来的中生代“实力派”基
金经理， 目前共管理4只基
金： 工银前沿医疗股票、工
银医疗保健股票、工银养老
产业股票、 工银科技创新6
个月。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2月19日，这3只基金近
5年收益均大幅跑赢业绩比
较基准逾130%，均达230%

以上。凭借对医药及成长优
质个股的深入挖掘，赵蓓优
异的业绩表现获得了权威
机构的高度认可，三只基金
齐齐摘得海通证券三年期
五星评级。拟由赵蓓管理的
工银瑞信成长精选混合基
金（代码：A类：011069，C
类：011070）将于3月9日发
行，是工银瑞信基金根据赵
蓓的投资特点和能力圈量
身打造的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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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亿元!他成为湖南最有钱的人
2021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湖南上榜企业家共有18位，中国新增富豪面孔远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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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日讯 今天，
胡润研究院发布《2021胡润
全球富豪榜》。 特斯拉的埃
隆·马斯克首次成为世界首
富， 财富总额达1.28万亿元
人民币。农夫山泉创始人钟
睒睒以5500亿元的财富首
度成为中国首富，也是第一
位进入全球富豪榜前十的
中国企业家， 排名第七，并
跻身亚洲首富。

湖南地区共有18名企
业家上榜，其中爱尔眼科的
陈邦排名最靠前，以1700亿
元的财富位居全球富豪榜
第 61位 。 去年的 湖南 首
富———蓝思科技的周群飞、
郑俊龙夫妇，以1070亿元的
财富排在第二；第三则是三
一重工的梁稳根， 财富为
1000亿元。

农夫山泉钟睒睒
成为亚洲新首富

这是胡润研究院连续
第十年发布“全球富豪榜”，
上榜企业家财富计算截止
日期为2021年1月15日。今
年共有来自68个国家、2402
家公司的3228位十亿美金
企业家上榜。

榜单前10名中有三张
新面孔： 特斯拉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 农夫山泉创始
人钟睒睒和爱马仕集团董
事长贝特朗·皮埃奇。

得益于2020年9月农夫
山泉在香港上市，67岁的钟
睒睒以5500亿元的财富排
名第七，成为中国首富并问
鼎亚洲首富，这也是中国第
一次有人进入全球企业家
榜单前十名。

爱尔眼科陈邦
成为新一届湖南首富

三湘都市报记者查阅
榜单发现，居住地位于湖南
的上榜富豪共有18位，其中
有16人居住在长沙，其余两
人分别居住在株洲、益阳。

股价的变化，让湖南企
业家在榜单中的排名悄然
生变。

爱尔眼科的陈邦去年
在湖南富豪名单里居于第
二， 但过去一年财富大涨
192%，达到1700亿元，排名
上升154位， 今年在榜单中
位列第61位，在一众湖南企
业家中排名最靠前。

去年的湖南首富———蓝
思科技的周群飞、郑俊龙夫
妇， 财富涨幅为70%， 达到
1070亿元，今年位居湖南富
豪榜第二， 排在全球第133
位。

三一重工的梁稳根财
富大涨146%， 以1000亿元
的财富位居湖南富豪榜第
三位，排在全球第148位。

■记者 潘显璇

2月24日， 在湖南娄底经济技术
开发区华菱薄板深加工产业园里，10
多辆大货车等待发往广东佛山等地。
从春节假期开始， 该园区已有一批企
业复工复产，拉开了牛年“犇”跑序曲。

华菱薄板深加工产业园的火热
场景，只是娄底经济技术开发区众多
园区中的一个缩影。2021年以来，农
行湖南娄底分行及分支机构，持续发
力“三高四新”战略，聚焦“六稳”“六
保”工作，及时对接当地政府《关于加

快推进娄底市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
发展的实施意见》，深入开展“走进百
园万企、助力中小微”三年活动，赋能
机械制造业、高科技产业等重点园区
企业和建设项目，为16家企业及项目
发放贷款12亿多元。

去年以来，农行娄底分行及辖内
涟钢支行，组织了由两级行领导率队
的多支金融服务小分队，深入园区和
企业， 了解市场行情和经营情况，掌
握企业及项目金融需求，及时赋能多

个经开区的产业园区企业。 至2月下
旬， 该行已累计支持辖内5个经开区
特色园区的70多家企业和项目，计划
在未来5年中， 拿出483亿元授信额
度，支持园区企业发展；同时，该行对
受到疫情影响而遇到资金困难的企
业，制定“一企一策”帮扶方案，支持
其快速复工复产； 还采取不压贷、不
抽贷、不断贷扶持措施，通过续贷、展
期等方式，为9家企业纾困解难，累计
金额达5.6亿元。 ■王志明

工银瑞信赵蓓实力掘金成长
近日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浏阳

支行成功获评“湖南省金融教育示范
基地”称号，成为全省仅四家获此殊
荣的金融机构之一。

交通银行浏阳支行自成立以来，
不断深化金融服务内涵，着力打造专
业服务品牌形象，因地制宜建立了以
金融教育服务为特色的主题文化，先
后荣获中国银监会授予的“全国银行
业雷锋岗”、中银协授予的“文明规范
服务五星级网点”、“文明规范服务千
佳示范单位”荣誉称号等，在人民银
行长沙中心支行开展的金融知识国
民教育体系“三个一百”评选中，支行

获评湖南省金融知识普及体验基地。
近年来， 交通银行浏阳支行始

终将优质文明服务和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相结合， 持续开展“小小金融
家”主题活动，成为浏阳当地小学学
校思想品德课程的专题课， 相继为
浏阳10多所中小学开展理财课程
200多场次， 参训学生达到3000多
人。每年寒暑假“小小大堂经理”厅
堂实践活动成为了学校和家长非常
认可的活动， 累计有1000多名学生
参与实践活动。此外，支行常态化开
展反洗钱、打击非法集资、防范电信
诈骗等金融知识宣传，深入社区、企

业、学校等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活动，
通过与官方媒体合作， 持续推进金
融教育宣传工作； 积极开展爱心助
学、精准扶贫等，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关注和认可。

下阶段， 交通银行浏阳支行将
继续构建金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
充分发挥金融教育示范基地阵地
化、常态化及“以点带面”的辐射作
用， 使金融教育示范基地成为金融
消费者的温馨港湾， 让金融知识更
加生动、鲜活地贴近老百姓，为防范
身边的金融风险，共建金融安全环境
积极贡献力量。 ■通讯员 易月

交通银行浏阳支行获评“湖南省金融教育示范基地”称号

华夏鼎润3月4日认购
农行娄底分行助产业园奏响“犇腾曲”

看湖南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是长沙伢子，1965年出生在军人家庭。
2003年，长沙爱尔眼科医院有限公司成立。
2009年，在鲜有医疗机构上市时，爱尔眼科却成为首批创业板公司，登陆A股。
上市11年，爱尔眼科是公认的高成长股，其业务覆盖亚洲、欧洲和北美洲，在中国内

地、欧洲、东南亚拥有3家上市公司，其高点的市值约为IPO时的50倍。
作为实控人，陈邦对爱尔眼科总持股比例达到44.38%，福布斯2020年度中国富豪榜

上，他蝉联湖南首富，财富由2019年的540.9亿元增至1047.6亿元，接近翻倍，居全国第28
名，身家胜过多数地产富豪。

眼科医院如何做成湖南首富？

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财富比去年增加近万亿人民币，达到1.28万亿，首次成为世界
首富。他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他21%的特斯拉股份，特斯拉目前市值接近8000亿美元。

埃隆·马斯克是过去十年中第四位登上世界首富宝座的人，49岁的他是历年来最
年轻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四次排名第一，杰夫·贝佐斯三次排名第一，墨西哥的卡洛
斯·斯利姆·埃卢两次排名第一。

去年366天， 相当于埃隆·马斯克每天新增财富近35亿元人民币， 每小时新增财富
1.46亿元人民币。

最牛“70后”马斯克登顶世界首富

除了“卖水的”钟睒睒外，中国榜前5名，互联网大佬占据了80%的江山。
50岁的马化腾财富增长70%，以4800亿元人民币位列中国第2；41岁的黄峥以4500亿

元人民币的财富超过马云，排到中国第3，涨了3倍；马云家族财富变化不大，位居第4；抖
音创始人、38岁的张一鸣随着抖音在中国和世界各地的人气飙升，他以3500亿元人民币
的财富，首次进入中国前5、世界前30，财富暴涨3倍，是世界前50名中除了马克·扎克伯
格之外最年轻的企业家。胡润表示：“张一鸣和黄峥是中国新首富的最有力竞争者。”

入榜企业家中，中国以318人领跑，其次是美国和印度，分
别为95人和50人。

中国前5，互联网大佬占4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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